
110 學年度服務滿意度各單位改善措施目標公告 

單位 改善內容及措施 改善目標值 改善措施依據 改善成果 
(112.11填寫) 

醫學院 

【醫學系】 

1. 優化人員服務禮儀 

2.優化流程 

3.加強輔導 

4.優化人員服務禮儀 

5.加強與校級單位反映 

【呼吸系】 

1~2.實習課程由學系主授教師、臨床

負責老師與系辦共同關心，並依各實

習醫院組建 LINE群組即時回饋解決學

生問題。 

3.學系吳友志行政老師每年都緊盯著

學生畢業進度，每學期最低 16學分，

畢業班最低 9學分，目前學生只要申

請減修皆會通過，查無拒絕學生之申

請案例。 

4~5.學系國考皆由國考負責人收整後

交由教務處註冊組統一報名，並無學

生所指情形發生。 

【醫學系】 

反應事件次數降低，擬請行政老師積

極輔導關懷學生選課狀況。 

【呼吸系】 

提高行政服務滿意度 

1.處理實習問題時口氣不太好、 

2.實習的問題一波三折，到最後只能

草草接受、 

3.我真的有必要減修，拜託老師別擋

我減修，我上不必要的課太崩潰。、 

4.報名國考的時候，人員很忙，態度

就很差、 

5.國考竟然沒辦法系辦幫忙集體報

名，別的學校都可以，希望日後可以

改善。  

 



醫學院 

【醫學院】 

1. 謝謝指正，醫學院網站將統合院內

各系所之資訊進行即時更新。 

2. 如有遇到網頁頁面無內容之狀況，

懇請協助回報單位，以利進行網頁/系

統維護。 

3. 醫學院業務職掌列於網頁(路徑)：

首頁/關於學院/學院成員/行政人員，

皆有學院同仁之業務職掌，如仍有不

足之處，懇請再回報單位。 

【醫學系】將精進與更新網頁資訊。 

【呼吸系】 

1.學系網頁不定期公告最新資訊，內

容涵蓋系所活動與校方防疫、活動

等，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最新的資訊。 

2.師資陣容內的專任教師頁面提供官

方個人網址、發表論文與研究專長﹐

讓學生尋找專題研究主題時能更快找

到指導教授與方向。 

3.學系網頁前台連結皆可正常使用。 

【醫科所】每月由所秘書負責更新網

頁資訊，即時更新消息 

【臨醫所】感謝提出意見。每月加強

各頁面更新與豐富性。 

【國際學程】學程將加強網頁的更新

及內容。 

【細胞學程】擬再更加完善相關範疇 

【AI在職專班】每月加強各頁面更新

速度。 

【醫學院】 

1.醫學院全體每月皆進行網站自評，

包含：(1)基本內容的完整性、(2)網

站資訊即時性、(3)資訊正確性、(4)

操作介面一致性。 

2.每月整合院內各系所之資訊進行即

時更新。 

【醫學系】 

優化網頁資訊更新 

【呼吸系】 

不定期更新網頁資訊，即時更新消息 

【醫科所】 

每月由所秘書負責更新網頁資訊，即

時更新消息 

【臨醫所】 

感謝提出意見。每月加強各頁面更新

與豐富性。 

【國際學程】 

加強網頁的內容 

【細胞學程】 

1.每月由學程秘書負責更新網頁資訊 

2.排定週期即時更新網頁資訊，以利

提供即時訊息 

【AI在職專班】 

排定定期更新網頁資訊，以利提供更

即時訊息 

【醫學院】 

持續統合院內單位資訊並即時更新，

並配合校方政策進行每月網站自評且

符合自評標準。依據校方政策進行每

月網站自評且符合自評標準(新聞更新

標準：中文網站每月至少 8篇以上、

英文網站每月至少 2 篇以上)。 

【醫學系】 

每月完成網站自評 

【呼吸系】【醫科所】 

每月進行網頁更新： 

1.中文網頁：每月至少 4則 

2.英文網頁：每月至少 2則 

【臨醫所】 

1.每周不定期更新網頁資訊，以提供

最即時資訊 

2.於每月月底網頁自評時，重新檢視

網頁頁面與內容 

【國際學程】提升行政服務滿意度 

【細胞學程】 

1.定期更新網頁資訊，以提供最即時

訊息 

2.於每月月底網頁自評時，重新檢視

網頁頁面與內容 

【AI在職專班】 

1.每周定期更新網頁資訊，以提供最

即時資訊 

2.於每月月底網頁自評時，重新檢視

網頁頁面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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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醫學系】 

加強宣導 

【呼吸系】 

1.善用 I'm@TMU::數位學習 4.0教學平

台 

2.每月更新單位網頁 

【醫科所】 

1.善用 I'm@TMU::數位學習 4.0教學平

台 

2.每月更新醫科所網頁 

【臨醫所】 

採用 I'M@TMU、電子郵件信箱及學生

Line群組通知 

【國際學程】 

加強課務方面的安排 

【細胞學程】 

1.善用 I'm@TMU::數位學習 4.0教學平

台 

2.每月更新醫科所網頁 

【AI在職專班】 

除在 im@tmu裡面發布公告，亦在專班

群組公告資訊 

【醫學系】 

反應事件次數降低 

【呼吸系】 

1.課程訊息公告 

2.學習成績輸入 

【醫科所】 

1.課程訊息公告 

2.學習成績輸入 

【臨醫所】 

1.課程訊息公告時間 

2.學習成績輸入 

【國際學程】 

滿意度意見回饋 

【細胞學程】 

1.課程訊息公告 

2.學習成績輸入 

【AI在職專班】 

學習平台公告課程變動資訊 

【醫學系】 

可盡量提前把課程安排等重要事項公

佈 

【呼吸系】 

可盡量提前把課程安排等重要事項公

佈、希望一些課程及排課資訊能提供

的快一些、排考借教室時間弄清楚，

不要沒弄好，耽誤到學生們的考試時

間 

【醫科所】 

可盡量提前把課程安排等重要事項公

佈、希望一些課程及排課資訊能提供

的快一些 

【臨醫所】 

希望一些課程及排課資訊能提供的快

一些 

【國際學程】 

希望一些課程及排課資訊能提供的快

一些 

【細胞學程】 

希望一些課程及排課資訊能提供的快

一些 

【AI在職專班】 

希望一些課程及排課資訊能提供的快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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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醫學系】 

感謝反映，將加強宣導師長課程相關

資訊須提前公告。 

【呼吸系】 

1.學系每學年會召開 1~2次課程委員

會議，並邀請學生代表出席，學生如

有課程安排相關問題，歡迎學生與我

們提出，學系都會為學生解決。 

2.排考教師學系皆由教務處統一安排

教室與時間。 

【醫科所】 

1.善用 I'm@TMU::數位學習 4.0教學平

台 

2.每月更新醫科所網頁 

【臨醫所】 

採用 I'M@TMU、電子郵件信箱及學生

Line群組通知 

【國際學程】 

謝謝建議，學程將加強課務方面的安

排流程。 

【細胞學程】 

謝謝指教，擬再更加完善相關範疇 

【AI在職專班】 

謝謝指正，會再將課程變動資訊告知

給同學。 

【醫學系】 

加強宣導 

【呼吸系】 

1.善用 I'm@TMU::數位學習 4.0教學平

台 

2.每月更新單位網頁 

【醫科所】 

1.善用 I'm@TMU::數位學習 4.0教學平

台 

2.每月更新醫科所網頁 

【臨醫所】 

採用 I'M@TMU、電子郵件信箱及學生

Line群組通知 

【國際學程】 

加強課務方面的安排 

【細胞學程】 

1.善用 I'm@TMU::數位學習 4.0教學平

台 

2.每月更新醫科所網頁 

【AI在職專班】 

除在 im@tmu裡面發布公告，亦在專班

群組公告資訊 

【醫學系】 

反應事件次數降低 

【呼吸系】 

1.課程訊息公告 

2.學習成績輸入 

【醫科所】 

1.課程訊息公告 

2.學習成績輸入 

【臨醫所】 

1.課程訊息公告時間 

2.學習成績輸入 

【國際學程】 

滿意度意見回饋 

【細胞學程】 

1.課程訊息公告 

2.學習成績輸入 

【AI在職專班】 

學習平台公告課程變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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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醫學系】 

1.加強輔導 

2.依校系規範辦理 

3.加強宣道學生查看畢業門檻通過情

形 

【呼吸系】 

1.學系吳友志行政老師每年都緊盯著

學生畢業進度，每學期最低 16學分，

畢業班最低 9學分，目前學生只要申

請減修皆會通過，查無拒絕學生之申

請案例。 

2.學系只有期中及期末考，並無段

考，且登入成績效率會盡量協助教務

處進度跟催。 

3.學系自 107學年度起的入學新生已

無專服課程。 

【醫學系】 

1.擬請行政老師積極輔導關懷學生選

課狀況。 

2.依校系規範辦理 

3.依校系規範辦理 

【呼吸系】 

提高行政服務滿意度 

1.別擋我減修了，明明能平順如期畢

業，為何要我走險路。、 

2.希望段考成績可盡快公布、 

3.希望系上能盯一下下一屆的畢業進

度並給予通知，才不會像今年有人忘

了修專服 

 

醫學院 

【醫學系】 

優化流程 

【醫學系】 

反應事件次數降低 

【醫學系】 

實習資訊傳達的不清楚 

實習自選可再加強 

實習輪訓表公布過程朝令夕改 且推諉

責任  

在實習分組事件中，原本有提供一張

系辦排的暫定的輪訓表，但後來又公

告另一張輪訓表，而這張輪訓表是醫

聯會去年就公告出來的，導致我們班

對輪訓表的意見分歧很大，但又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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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時間太晚，不太有辦法項醫聯會

反映輪訓表相關意見，我希望攸關醫

院實習的事務系辦可以更認真看待 

輪訓表出包超級荒謬，第一時間還不

澄清錯誤，把問題推給學生。 

改制後實習流程有點亂 

處理 clerk事務不積極 

處理實習自選時有點小狀況 

醫學系的醫院實習課表問題 

醫學院 

【醫學系】 

加強選課輔導 

【醫學系】 

反應事件次數降低 

【醫學系】 

醫學系本身的課程規劃需再更熟悉一

點，讓參加多元自主方案的學生可以

順利修行完所有必修課而不衝堂 

 

醫學院 

【醫學系】 

依相關規定辦理 

【醫學系】 

依相關規定辦理 

覺得國外自選的部分從國際事務處改

為醫學系聯絡之後，無法事先確定各

校名額，每人也只能填三個志願要跟

同學自己互相避開志願序，都還滿不

方便的。 

 

醫學院 
【醫學系】 

優化流程 

【醫學系】 

反應事件次數降低 

系辦將見習班表搞混，實在有點小小

困擾 
 

醫學院 

【醫學系】 

依相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 

【醫學系】 

依相關規定辦理 

初階臨床的名單過晚出來，但感謝辦

了一些與職涯相關的講座，期待未來

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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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醫學系】 

加強與校級單位反映 

【醫學系】 

反應事件次數降低 

可以幫學生處理更多相關的問題，像

是國考考場接駁車，國考統一報名等

等，而不是讓我們自己處理之後又一

直寄標單來詢問國考通過狀況 

 

牙 醫 學

系 

版面依廠商設計，會再美化及精簡資訊

呈現方式。 
降低下學年度同類型負面回饋。 依據學生之回饋。  

牙 體 技

術學系 

版面配置由配合之廠商提供，再與廠商

聯繫並選擇較活潑的樣板，且置入變動

式圖片。 

預計於新學期開始就著手進行改善。 依據學生之回饋。  

口 腔 衛

生學系 

版面依廠商設計，會再美化及精簡資訊

呈現方式。 
降低下學年度同類型負面回饋。 依據學生之回饋。  

口 腔 醫

學院 

全院網頁業已於 2021.03 全面改版完

成，透過師生的建議，院系所會持續朝

版面簡潔、操作方便化、圖像取代文字

化等改進。 

111 學年度行政滿意度調查，減少出現

此類意見。 
依據學生之建議，虛心接受，努力改善。  

牙 醫 學

系 

網頁最新消息皆依照規定學校規定，每

月更新至少中文 4則、英文 2則。中英

網站不盡相同，乃因部分事項與外生無

關(例大學榜單公告)，故無公告於英文

版。防疫資訊更新以校方公告為準，為

確保即時性，通常先以 LINE群組通知，

後續方公告於學系網站。 

降低下學年度同類型負面回饋。 依據學生之回饋。  

牙 體 技

術學系 
有相關資訊即時放上公告欄。 

除了即時更新資訊外，每周進行查看維

護。 
依據學生之回饋。  

口 腔 衛

生學系 

網頁最新消息皆依照規定學校規定，每

月更新至少中文 4則、英文 2則。防疫

資訊更新以校方公告為準，為確保即時

降低下學年度同類型負面回饋。 依據學生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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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有異動訊息皆有公告在學生班群

及 I'm@tmu中。 

口 腔 醫

學院 

叮囑院系所網頁專員即時更新中英文

網頁資訊，確保院系所資訊、活動資訊

皆為最新進度。 

111 學年度行政滿意度調查，減少出現

此類意見。 
依據學生之建議，虛心接受，努力改善。  

牙 醫 學

系 
改善溝通效率、友善回覆學生。 降低下學年度同類型負面回饋。 依據學生之回饋。  

牙 體 技

術學系 
態度友善、回應明確。 降低下學年度此類型之負面評價。 依據學生之回饋。  

口 腔 衛

生學系 
改善溝通效率、都有迅速回覆學生。 降低下學年度同類型負面回饋。 依據學生之回饋。  

口 腔 醫

學院 

1. 每月首週週四中午為行政人員會

議，加強宣導同仁們在處理師生事務

時，應本著同理心服務，主動積極並注

意態度要親切有禮，回覆要明確清楚。 

2. 參與人資處每學年度舉辦教職員服

務相關課程：如性別平等、專業禮儀接

待技巧等課程，優化行政友善度及明確

度，降低抱怨。 

111 學年度行政滿意度調查，減少出現

態度不夠友善及效率等意見。 
依據學生之建議，虛心接受，努力改善。  

護 理 學

院 
加強行政人員訓練 訓練人員熱心服務態度佳 

部分行政人員的態度宜再加強，即使對

象是學生，態度也應保持尊重，避免說

話口氣高高在上、頤指氣使。教授們都

很熱心親切，但部分行政人員卻有架

子，很可惜。 

 

護 理 學

院 
網頁更新美化 網頁美化 高健的網頁不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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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衛

生學院 
對單位網頁改善建議為何？ 

1.多宣導一些系上活動/公告部分可以

減少一些 

2.建議更新新版瀏覽器網頁 

3.感覺太久沒整理，有些資訊挺舊的。 

4.排版太老舊 資訊更新不及時 

5.可以更清楚的表達國際交流的部分 

因有系所的網頁較舊，亦會針對建議作

為修正的重點，持續改善。目前該系所

已更版中，資料進行導入中，希望 11月

可以重新上架。 

 

公 共 衛

生學院 
需改善服務態度的具體事件 

1.人員回應態度情緒不佳/電話禮儀不

足 

2.曾至公衛系繳交資料，收件老師講話

態度不太好。 

3.助理聘任文件請依照規定，而非來電

要求承辦人照辦。 

針對電話禮儀與問題的回覆態度，恐為

單一事件，但學院端還是會安排課程與

輔導，加強禮儀。 

 

公 共 衛

生學院 
需改善服務態度的具體事件 

1.選課問題被踢皮球，所幸系主任有出

面處理 

2.詢問課程問題，沒有得到回應 

3.課程不斷變化，造成學生困擾 

1.由於學院/系所需配合學校達成課程

整合與降低學分數的需求，故近二年更

動較為頻繁，未來調整幅度較小，應可

避免此情事發生。 

2.由於系所課程有部分是由行政老師

處理，所以有可能是詢問到非真正負責

的同仁或老師，未來會加強同仁如何處

裡這類事宜並適當的轉介。 

 

醫 學 科

技學院 
網頁內容需即時更新 

1.督促各單位網站皆須即時更新訊息 

2.確認各單位網頁功能可順利連結到

該網站。 

1.二級單位有些網頁內容需即時更新 

2.網頁資訊不及時 

3.資訊少 

 

人 文 暨

社 會 科

學院 

教學設備更新 更新教學設備 定期更新及優化教學設備  

人 文 暨 學生上課地點說明 列入新生入學手冊 舉辦新生入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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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科

學院 

人 文 暨

社 會 科

學院 

人社院位址 搬遷至雙和 B基地 依據雙和 B基地搬遷時程  

人 文 暨

社 會 科

學院 

Not easy to get access to what we 

want to search about 
College International Window 

As school has provide an 

international window in each 

college, Ms. Frannie is our 

international window, so students 

could call 02-6638-2736 ext. 1245 

for their questions. 

 

管 理 學

院 
行政同仁服務態度改善 

1.  與各單位秘書針對行政流程進行

宣達訓練 1場次 

2.  改善各單位秘書對於問題回覆期

程縮短至 1天內 

1.  因 ICDF 專案經理於今年 3 月底人

事異動，新聘人員對於本校作業程序及

業務內容尚在熟悉中，導致作業有所疏

失，將針對該員召開檢討暨輔導會議，

如未來改善不如預期，將評估適任性並

予以資遣，以提升學院整體服務及滿意

度。 

2.  與秘書們針對各單位行政流程進

行宣達。 

3.  確認各類教職員生聯絡管道，並完

善回覆 SOP，縮短作業期程縮短至 1 天

內。 

 

管 理 學

院 
見習與實習資訊 

將於 111-112學年度完成以下事項： 

1.   公告國內/海外見習課程資訊於

各通訊平台 1-2則 

2.   112 學年度完成實習課程再造流

1.   完成 111 學年度國內見實習資訊

彙整後，規劃於 LINE 群組、I’m@TMU

相關平台公告，提供學生足夠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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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1式 2. 因 111 學年度實習課程及單位都已

接洽完畢，故規劃 112 學年度起將實習

課程再造，豐富公告管道，降低學生實

習問題。 

管 理 學

院 
國際合作及獎學金機會 

將於 111學年度完成以下事項： 

1.  提升國際盟校共授課程數 2門 

2.  辦理大型國際研討會 2場 

3.  新訂及公告獎助學金辦法 1個 

1.  將於 1111 學期開設「人力資源管

理」及「生技暨醫務管理研究方法」2門

共授課程，並持續檢視辦理成效及推廣

學生參與。 

2.  預計 111年 11-12月份辦理大型國

際研討會，並鼓勵學生參與，提升在地

國際化及合作管道。 

3.  新訂「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國際

生技醫療管理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

發放辦法」，未來將公告給學生周知。 

 

醫 學 工

程學院 
強化網站更新速度及內容 

1.不定期更新網頁資訊，以提供最即時

資訊。 

2.並於每月月底網頁自評時，重新檢視

內容。 

1.醫工學院將依照校方規定之每月網

站自評項目，進行各項檢視包含： 

(1)基本內容的完整性 

(2)網站資訊即時性 

(3)資訊正確性 

(4)操作介面一致性等各項要點，持續

優化醫工學院網站。 

2.每月整合院內各系所之資訊進行即

時更新，加強學院各項活動報導、相關

演講研討會訊息或相關醫工科技新訊，

豐富網頁資訊。 

 

醫 學 工

程學院 
強化同仁禮儀及接聽電話之應對 

1.以減少下一學年度滿意度調查的相

關反應為短期目標。 

1.醫工學院在每月秘書辦公室會議，會

再提醒同仁的應對態度，若因事務繁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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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促進人際溝通時的良好互動與交

流為最終目標。 

或情況較為急湊，可再加強原因說明、

以增進互相同理。 

2.規劃鼓勵同仁在教職員人才發展系

統中選擇適當課程，進修學習自我成

長，加強人際溝通技巧。 

營 養 學

院 
優化學院網站內容 

1. 進行學院(含系所學位學程)網站資

訊需求調查 

2. 盤點問題及相關優化需求 

3. 評估需求之優先順序進行改善 

1. Information regarding courses, 

updated published papers of 

professors 

2. More update 

3. 太少資訊了 可以多增設功能 

4. 教師照片資訊更新 

5. 資訊太少 

6. 食安系網站資訊更新慢 

7. 網頁感覺很多年沒更新了 

8. 有些東西點不開 

 

跨 領 域

學院 
優化跨領域學院官方網站 

1. 111 學年擬著手規劃網站 UI/UX 優

化 

2. 本院將盤點常見問題及其他相關優

化需求 

3. 編列預算，請系統廠商進行調整 

1. 新舊版本連結劃分更清楚 

2. 網頁設計不夠直覺操作 

3. 網站微學程資訊不清楚，建議將學

生常問之問題納入 QA 

4. 因為貴院的資訊較多元，建議分類

可以更直覺操作 

5. 分類太多，需要網站導覽圖或是網

頁分流 

 

通 識 教

育中心 
警示學期可能停開之課程 

1.追蹤單位課程選修情形 

2.於選課加退選期間，追蹤低於開課標

準人數課程，通知主授可能停課，協請

師長廣招修課人數 

1.課程停開公告，同學來不及反應調整

選課 

2.停開課程由教務處公告，但各單位資

訊沒有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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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低於開課標準課程，透過平台或

社群宣傳與推廣該課程能見度 

4.加退選最後一天，郵件通知低於開課

標準人數的修課同學 

3.停開課程訊息公布不夠，以至於學生

甚至老師不知道實況 

通 識 教

育中心 
於學期前更新網頁課程資訊 

1.掌握新學期課程 

2.於學期開學前更新網頁當學期課程

資料 

3.建置當學年度擬開課清單供學生查

詢 

1.希望網頁對課程的更新能即時 

2.課程資訊很不足或未更新，希望改善 

3.讓資訊更容易查詢 

 

教務處 簡化行政流程，加強單位間資訊整合 
持續服務品質教育訓練、檢視作業 SOP

時程及業務交接流程。 

各單位間之資訊整合需更有效運用、簡

化不必要的行政流程減輕業務工作量。 
 

教務處 優化工讀生服務品質 每學期初安排工讀生教育訓練。 

1.櫃台工讀生有時候會玩手機，如果可

以稍微隱避一點，應能對於學校專業度

更加分。 

2.工讀生對事務不熟悉。 

 

教務處 教務學務系統優化 
配合校方 google 教育雲架構，將系統

移至雲端。 
希望學校網頁系統能夠穩定一點  

學 生 事

務處 

改善服務流程，提升服務滿意度 

1.於學務處入口設置聯合服務櫃檯協

助指引學生。 

2.請本處人員遇到訪教職員主動詢問，

並加強工讀生訓練。 

1.完成設置服務櫃檯。 

2.舉辦工讀生教育訓練。 

1.常常找不到人 

2.辦公室前方無工讀生時，人員無主動

協助或詢問學生是否需要幫忙。 

3.工讀生的態度可以友善一點 

4.學生進入辦公室領取申請書籍，前方

無工讀生，也無人員主動協助。 

 

學 生 事

務處 

加強服務態度，落實禮貌服務微笑運動 

針對服務態度及應對技巧辦理服務禮

儀講座。 

針對服務訓練進行演講實作，辦理工作

坊一場。 

1.工作人員電話中的態度不優 

2.態度差勁 問題沒弄清楚就回答 使

學生權益受損 

3.態度有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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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務人員的態度不是很好 

5.電話中的對答態度不優 

6.之前簽工時時行政人員態度不是很

好 

7.器材借用時，人員講話態度可以好一

點，不要因為我們是學生就不重視 

學 生 事

務處 

精進服學課程說明內涵 

1. 大一導論課程中加強說明服學 3.0 

2. 學期間舉辦線上與實體說明會 

3. 拍攝與錄製宣傳短片，於學務處與

社群網站中宣傳 

1.辦理大一導論課 14場 

2.舉辦服學選課說明會 

3.錄製宣傳短片 1部教導如何選課 

1.該開始覺得服學制度很難懂 

2.就很討厭服學 

3.建議服學選課系統可以改的更方便

操作 

4.服學課程待加強 

5.希望將服學制度簡化 

6.希望能讓提供更完整的服學相關內

容 

 

總務處 
教研大樓冷氣不冷/報修冷氣，但冷氣

冷度依舊沒有改善 

1.教研大樓室內送風機使用迄今已長

達 25 年，經空調維護維持至今，風機

熱交換器堵塞無法清洗保養，造成效率

已明顯不佳。 

2.陸續編列逐步汰換送風機。 

單位書面提報簽核核准後，逐步依預算

狀況改善。 
 

總務處 
修繕通報及執行程序要改善來增進修

繕效率 

這兩年因原物料上漲且缺料，造成物料

供應問題，如原物料供應正常，目前約

45天待料期，將於到貨後 3個工作天完

修。 

單位書面提報簽核核准後，逐步依預算

狀況改善。 
 

總務處 服務態度 
1.改善第一線承辦人員服務態度                                                                       

2.加強服務效率 

1.定期召開處務會議宣導，並要求各主

管 落 實 執 行                                                                         

2.簡化行政流程，提高品質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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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發

展處 

鼓勵同仁參加校內辦理的禮儀、公關、

溝通等相關課程 
持續保持正面與良好溝通模式 

1.可能太忙，語速非常快且態度有點不

耐煩。 

2.希望洽公時的回復可以再柔軟一些 

3.解決問題和回答問題可增加耐心 

 

資訊處 優化兼職人員管理系統(範例) 

111 學年擬著手規劃計畫人員之新系統

建置，本處將盤點常見問題及其他相關

優化需求 

 於學年度末前提供相關規格予工程師

進行開發。 

1.兼職人員系統可以再更優化 

2.兼職人員修改學歷不知道從哪裡修

改 

3.使用兼職人員管理系統時，感覺有點

不順暢 

4.遇到需協助的系統問題(兼職人員系

統、教職員訓練)，皆無法提供任何進一

步的協助、處理，目前這二個系統非常

困難使用，造成使用端、管理端的行政

作業時間增加。 

 

資訊處 im @TMU不穩定 
加強 im @TMU穩定度，改善半夜因備份

停機無法連線問題 

imTMU 常常出問題，會影響上課，請加

強穩定性 

學校系統 im@tmu 常在午夜時分當機，

希望能夠改善系統 

 

資訊處 優化宿舍網路 
改善各樓層整體配線，提高宿舍網路連

線品質 
宿舍網路經常斷網  

資訊處 改善授權軟體下載服務 
調整資訊處網頁軟體下載區資訊，並新

增軟體安裝常見問題及疑難排除方法 

可以主動多提供一些 軟體應用的說明 

有時候找不到需要的軟體的位置 
 

國 際 事

務處 

將規劃相關會議討論如何改善網頁使

用流程 

將會逐步修正網頁，讓使用體驗更符合

使用者的需求。 

1. 重新調整網頁相關路徑 

2. 即時更新學生交換資訊於網站上，

以避免網頁出現 404。 

3. 各項活動公告即時更新，使受眾更

The OGE website doest provide much 

useful information, it is also 

hard to navigate as the tabs have 

random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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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於搜尋及閱讀。 

4. 改善導覽頁面 

國 際 事

務處 

將規劃相關會議討論業務職掌及分機

如何更好的呈現給受眾將會逐步修正

網頁及工作職掌文字，讓業務內容更淺

顯易懂。 

重新調整網頁上的業務職掌內容及分

機 
工作職掌分機不明確  

國 際 事

務處 

將安排完善的新進人員及工讀生的說

明會及教育訓練。感謝建議。 

國際事務處同仁具有使命感及服務熱

忱，唯因公務煩冗，難免有所疏漏，將

加強內部溝通與人員訓練。同時亦加強

訓練門口接待工讀生之應對進退相關

禮儀。 

工讀生皆能初步回應來訪者的疑問，若

無法解答將指引他們稍等同仁協助 
服務態度不夠友善且無法得到解答  

圖書館 

圖書館網頁整合精進 

為解決不易找到所需資訊問題，將依各

身份別建置常用服務的快捷頁面，讓讀

者可藉此頁面快速找到所需資訊。 

圖書館網頁包含信義校區、附設醫院、

萬芳醫院圖書館及雙和圖書館整合為

一，使用方便，讓各身份別讀者能快速

找到所需資源及服務。 

1. 優化網站公告顯示方式 

2. 現有網站內容融入附屬醫院相關服

務資訊，讓附屬醫院人員可在同一

站找到校院相關資訊 

3. 藉各身份別的常用服務快捷頁，讓

讀者能更快速找到所需資訊 

 

圖書館 

圖書館劃位系統及管理優化 

依據意見調查結果調整改善系統功能，

並將 111 年度開學後於系統主頁啟用

『座位保留』(60 mins)功能，未於系統

點選座位保留直接離館將立即釋出座

位。 

1. 收集校內師生意見，進行線上意見

調查。 

2. 依據調查結果，進行空間劃位系統

調整及優化完備功能，讓系統符合

需求更加完善。 

1.  優化空間劃位系統，使師生使用更

為方便。 

2.  依據使用者多數意見改善，將降低

讀者客訴問題。 

3.  圖書館的閱覽座位管理更為完善，

更能發揮空間彈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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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修 推

廣處 
進推處網頁優化 

1. 強化網頁資訊分類，以符合各課程

屬性。 

2. 增加首圖成果展示與連結，增加課

程搜尋便利性及網頁豐富度。 

3. 增加英文網頁內容及正確性 

1.資訊分類應該再加強一些 

2.搜尋方式可再更便利，謝謝 

3.有點太過陽春 

4.資訊不足 

5.英文網頁夾雜中文；英文網頁中實質

的資訊幾乎都空的 

 

人 力 資

源處 
優化人員服務態度及行政流程 

1.將設置詢問桌，開放並主動詢問洽公

者需求及引導至對的承辦人 

2.請同仁參加溝通禮儀相關之教育訓

練或提供相關書籍供單位人員自學 

1.前往洽公從無人員引導 

2.尋找洽詢人員不易 

3.cannot find the person in charge 

4.到辦公室不知道要找誰幫忙詢問 

5.有人資相關問題想詢問，進人資處後

問前面工作人員，他回答：前面有寫不

會先看嗎? 好的，我錯了，我以後會先

看!! 

6.有關聘任相關問題，寫信或打電話詢

問，常常不回復或態度很差，工作分類

不明確，經常找不到確切承辦人 

 

人 力 資

源處 
優化兼職人員管理系統 

1.111 學年擬著手規劃計畫人員之新系

統建置 

2.本處將盤點常見問題及其他相關優

化需求 

於學年度末前提供相關規格予工程師

進行開發。 

1.兼職人員系統可以再更優化 

2.使用兼職人員管理系統時，感覺有點

不順暢 

3.希望可以在聘任系統的地方，知道自

己的休假所剩幾天等等資訊。 

專任助理聘任審核未經思考便以退件

處理。 

 

人 力 資

源處 
優化人資處網頁 

1.網頁資訊將重新分類整理，選單依照

網站使用者身分類別重新調整，以利各

類人員快速查找資訊。 

1.資料凌亂不完整，很常找不到到資料 

2.表單不容易找到，且有些英文表單未

放在網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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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派員定期更新並檢視網頁資訊 

將整合人資處網頁及一站式網頁。 

3.分眾導覽-專任教師網址有誤；兼任

教師無內容 

財務處 收件公告 
財務處門口及網頁上收件公告，擬提供

英文版。 

財務處收件公告，擬提供英文版，預計

於 111年 9月底完成中英文對照版本。 
 

財務處 
紙本付款憑單 

月底不收件政策 
取消原每月 25號後不收件之限制。 

取消原每月 25號後不收件之限制，111

年 9月起開放收件時間。 
 

環 保 暨

安 全 衛

生處 

生物醫療(又稱：感染性)廢棄物專用袋

領取措施 

1.將統計近六個月(111/2-111/8)產源

單位每周清運袋數，作為未來領取數量

參考。 

2.在行政服務優化下，也減少產源單位

感廢袋囤積，評估可領取時間(例如：原

每周四下午，開放為平日下午) 

3.加強宣導與溝通- 

3-1 本組網頁公告、任意棄置生醫廢違

法事件 mail宣導 

3-2 現場領取時，了解使用狀況，適時

法令宣導 

3-2 適當集會宣導-新進碩博士生實驗

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寒暑假出隊宣

道。 

1.建議垃圾袋一次可以拿十個以上 

2.感染性廢棄物垃圾袋領取時刁難 

3.領 Lab用垃圾袋但不知道能領取數量

就被罵了 

4.感染性廢棄物垃圾袋領取時不要刁

難人，都是按照規定領取數量的 

 

環 保 暨

安 全 衛

生處 

優化網頁配置及友善介面 

1.111 學年度擬著手優化網頁配置，將

友善使用者介面。 

2.本組頁面將連結防疫資訊。" 

1.網頁查詢可再明確簡化 

2.各組的工作職掌應更明確些 
 

事業處 

商 品 化

規 劃 中

心 

優化中英文網頁資訊內容 

1. 定期更新網頁資訊，提供國內外豐

富多元新創及技術品化資訊。 

2. 優化英文網頁，加強圖文並茂的彩

色文字資訊描述。 

1. 網站資訊不夠清楚 

2. 請處標明負責事項人員 

3. 資訊可以再豐富一點 

4. 網頁內容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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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處 

專 利 技

轉中心 

1. 健全內部業務職掌劃分與專責，並

同步改善網頁資訊。 

2. 禮儀態度要求，專業訓練並進。 

3. 加強教育訓練，提升同仁對業務之

熟悉度與效率。 

1.清楚規劃人員執掌，提升業務熟悉度

與效率 

2.改善同仁服務態度，提升整體服務滿

意度 

1. 請在網頁清楚說明人員負責項目，

無法知道該找誰處理行政事務，而且態

度非常差，所有事情都非常需要改進 

2. 人員流動太大，業務移交有落差 

3. 講電話口氣不好，推說前人離職甚

麼都不清楚，答非所問 

4. 業務劃分不清楚，不知誰要負責和

項目，離職一年多的員工還繼續標示是

addgene接洽人員，應對態度非常差 

 

事業處 

產 業 鏈

結中心 

1.要求同仁優化服務態度，確實做到

【仔細傾聽、了解需求、友善回覆】 

2.要求同仁注意各項業務之時效性並

及時回覆信件 

3.安排產學經理主動至所屬學院進行

產學業務之推廣 

1.提升整體服務滿意度 

2.提升產學合作績效 

1.服務諮詢時態度不佳 

2.請及時回覆信件及提供協助 

3.產學案的諮詢與協助能夠再積極一

些 

 

體 育 事

務處 
體育處網頁公告選課暨檢定作業流程 

盤點學生選課及檢定常見問題 

新增體育處網頁 Q&A頁面供學生解惑 

1.體育課名額及選課系統與特殊選課

輔導問題。 

2.游泳技能檢定問題。 

 

體 育 事

務處 

增加室內綜合球場白天空場自由使用

時段 

1.與體育課教師協調雨備場地非下雨

或地面潮濕時，提供予學生插卡自由使

用 2.盤點寒暑假或遠距周部分時段提

供予學生插卡自由使用 

1.室內球場沒人使用希望可以開放、室

外球場希望加鐵皮屋頂 

2.希望能在沒有人借用場地時使用 2樓

的體育館 

3.開放給校內羽球系隊的時間太少 

 

公 共 事

務處 
捐款網頁優化 

1.111學年擬著手規劃捐款系統優化 

2.本處將盤點常見問題及其他相關優

化需求 

1.捐款系統可以再更優化 

2.捐款查詢路徑不直覺化，造成使用

端、管理端的行政作業時間增加。 

 



單位 改善內容及措施 改善目標值 改善措施依據 改善成果 
(112.11填寫) 

3.於學期末前提供相關規格予工程師

進行修正。 

人 體 研

究處 

優化人研處人體研究審查行政組之 IRB

審查流程資訊 

111 學年度重新盤點相關審查流程及常

見問題後，更新相關資訊： 

1.更新系統操作手冊。 

2.更新各流程說明或製作送審懶人包。 

1.可更清晰表明 IRB申請書所要求的標

準 

2.資訊的專業性較高，需要更精確的業

務指引 

3.指引清楚點，對初次使用者還是有點

困惑 

4.IRB 相關行政的流程或是細節,在網

頁上的說明應該要更清楚一些 

5.人體實驗各種審查方式的說明 

6.費用核銷流程及系統複雜 

 

法務處 提醒同仁靈活應對避免回應制式 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 

1.應對態度太制式化 

2.Consistency of people assisting 

you. 

3.態度更溫和 

4.態度可再多改善 

 

秘書處 將加強檢查英文資訊的正確性。 9月底前完成更正 英文資訊可以更正確  

秘書處 
定期檢查相關連結進行更新，移除過時

及無用的資訊與表單。 

每個月進行網頁檢查，確保連結與訊息

正確性 

1. 資訊較少 

2. 內容單薄且有過期資訊。 

3. 資料更新較不即時 

4. 其他系統連結不完善(法務用印申

請系統) 

5. 有些連結已找不到網站(如 PPT 底

稿) 

 

秘書處 
請同仁在面對諮詢或電話時，應注意電

話禮節，並耐心說明 
改善滿意度 

1. 可以再親切一點 

2.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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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話禮儀 

4. 服務態度 

5. 態度傲慢 語氣不耐煩 

管 理 發

展中心 
整體行政服務最需提升 落實中心同仁基本及專業職能。 整體行政服務最需提升  

數據處 

生 物 資

訊中心 

加強聯絡人執掌、網頁及分機說明 
於網頁上清楚標明每位職員之業務職

掌及聯絡方式(email、分機) 
有時比較難聯繫  

數據處 

生 物 資

訊中心 

加強聯絡人執掌、網頁及分機說明 
於網頁上清楚標明每位職員之業務職

掌及聯絡方式(email、分機) 
有時比較難聯繫，無精準聯絡分機  

數據處 

臨 床 數

據中心 

1.改善教育訓練專區，新增部分內容說

明，透過教育訓練強化參與者對申請資

料流程的理解。 

2.與人研處討論簡化流程。 

持續更新研究資料庫教育訓練專區內

容。 
臨床資料申請流程不便利  

神 經 醫

學 研 究

中心 

優化研究中心網站 

1.加強網站更新及增加圖像表示。 

2.增加中心網站連結的曝光度，減少尋

找網站門檻。 

1.可多一些圖像，文字較多單調 

2.renew new information 

3.學校首頁找不到中心網站 

 

衛 生 福

利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推廣中心能見度及優化網頁設計 

本中心每月辦理一次專題討論會，每季

辦理一次生醫創新論壇，網頁以刊登相

關活動資訊為主，現有網頁各點擊選

項，數位內容之容量分配不均，部分項

目之排序也與一般慣例不同，將於二至

三個月內完成調整，並補正不完整之資

料，概如下述： 

1. 將【中心簡介】移至網頁第一項點擊

項目。 

1.提供更及時的活動資訊 

2.可以更清楚明瞭些 

3.較為單調 

4.版面設計有進步的空間 

5.有些項目無法點 

6.研究議題和受試者訊息希望可以得

知 

7.沒有看到網頁 

8.補完缺乏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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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新消息】改列第二個點擊項目，

內容以發布最近一個月辦理之活動，及

未來六個月將辦理之活動訊息(含報名

資訊、會議背景說明或緣起、議程、會

議承辦人聯絡方式等)。 

3.【活動花絮】改列第三個點擊項目，

將就舉辦過之活動依序列表，附活動照

片及會議摘記等，原則上登載過去三年

內之活動。 

4.上傳之活動海報、照片、圖檔，將依

中心官網設定之畫面長、寬比例調整

(如:16:9改為 4:3)，以避免畫面變形。 

5. 網頁美編逐次改善。 

9.服務項目的精準呈現 

衛 生 福

利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提升行政能力與效率 

目前本中心已聘有二位辦事員，互為職

務代理人，於離開辦公室辦理活動時，

則以受委辦計畫之研究助理為職務代

理人；聯絡資訊登載於網頁明顯處，聯

絡電話可互為設定自動轉接功能。 

1.無法明確找到承辦人員 

2.可能是新舊交接，上手後，可提升回

復速度 

 

人 工 智

慧 醫 療

研 究 中

心 

應該提高曝光度 

除邀請一校三院講者，亦會邀請校外學

界人士擔任講者，同時加強月會宣傳。

學生可透過學術研發網公告得知月會

訊息，並由圖書館學術資料庫中獲得人

工智慧醫療研究中心網頁資訊。 

除發郵件廣宣外，將定期更新網頁資

訊，並豐富月會講者名單，提升校外曝

光度 

 

癌 症 轉

譯 研 究

中心 

網頁更新/ 提供演講資訊 
提供本單位以外, 校內相關癌症主題

的演講訊息 
收集校內公告演講, 整合在網站呈現  

考 科 藍 優化考科藍官網並加強宣傳 1.完善教學內容及研究成果頁面 1.建議放上一些教學內容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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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研

究中心 

2.拍攝考科藍影片介紹並連結到官網 

3.演講及活動資訊整理並日期列表呈

現 

2.網頁資訊或演講查詢不便,不夠清楚 

3.沒有推廣，不知道有這個網頁 

4.未曾知道此網站，可能需要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