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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編號 對於延後開學的意見 對於該意見期待或希望如何改善

40

許多學生在台中本部租屋期間為ㄧ年  租屋契約截止都是以9月初開學起算的 造成學生租屋

的不便 

以及寒假延後 可能會使本來有交換等規劃的同學受影響。

結束學期也較晚，國考同學的複習進度也會大受影響。

水湳校地可能尚未完善，上課期間可能會有施工等聲音，影響上課品質以及校安。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學校可以晚ㄧ年搬遷，等水湳ㄧ切設施完善

，準備好了再搬遷，也不用晚開學或是面臨開學後仍有校地無

法使用或在施工等可能會影響上課品質甚至校安的事情。

47

1.一大群人要在短時間內重新找房子很為難我們

2.社團營運要變成三個地方跑？水湳台中北港

3.若需要考國考的人除了生活環境大改變可能影響外，延後放寒假也是一個問題

希望只有新生或是北港移上來的人過去水湳

讓舊生能維持在台中校區

50 沒意見，一切順著學校的安排。 沒意見。

86

要國考的年級生可否不要延後開學

對於進度問題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國考時間為固定的

不會因為我們延後開學就延後國考Q

可以不要延後開學

也可以讓部分新生延後開學就好

其他年級照舊原定開學日開學

工程延後的問題可以等寒暑假假再補

或者直接到台中校本部上課！

88 不贊成 延後一學期去水湳

97
可能會影響實習地點的安排

某些單位會希望各校前去實習培訓的時間是一致的
直接延後一個學期遷至水湳校區

125 我認為十分不妥，這完全是導致混亂的行為，有太多思考不周的問題。
希望能等到工程徹底完工再要求學生搬過去，而不是為了趕在

明年遷校就這樣亂搞，真的可以不用那麼急。

Page 1



復原_工作表1

129

時間沒辦法保證能在那個時間點完成

不解為什麼要急於就成

假設突然有天災人禍是否有還需要延期

那配套措施又是什麼

何不多留一些空窗期

等正式完工通過測試在搬遷也不遲

再來是寒假服務隊

很明顯應該沒有一個服務隊能夠成形

不可能在過年前就把籌備和出隊都完成

也不可能在過年期間辦理

而且服務隊算重視傳承

如果斷了一屆基本上很難在接回來

可以的話就等108下學期在搬遷

不需要趕著在這學期進行搬遷而影響全體學生權益

133

1.延後開學導致該學期的期末考延後至2月，若有同學要準備國考該何去何從？

2.為什麼要學校工程延宕影響學生的上課及放假時間？除了國考之外，要寒暑假實習的我們

該怎麼辦？

遷校既然已成定局，但遷校後的方案措施並不完整，公車班次

少，連校車也少的可憐，只要遲到，一堂課就沒了。再來不管

是飲食及租屋方面，水湳校區對於學生都是一個阻礙，飲食選

擇少，租屋大多混上班族或是老舊房屋。水湳校區環境對於學

生並不友善，況且影響學生寒暑假國考、實習，或是放假時間

與他校不同等等。希望學校能多考慮學生權益，若學校工程延

宕而導致學生必須延後開學，那不如再延一年遷校，等學校有

完整的配套措施的時候。

139

三個禮拜好久喔，但是為了安全好像也不能說趕工就趕工。

但這樣本部跟水湳校區上課時間會不一致耶，萬一有的課在水湳上有的課在本部上，直接

變一學期21週ㄟ好討厭。

本部跟水湳校區開學時間可以一致嗎

147 不要延後～～ 109年第二學期再遷校！

156 好!!!!! 不用改!!!!

Page 2



復原_工作表1

159 不要 就照原本的

161 我覺得非常棒，提案非常完美。 不需要改善，政策絕佳。

169
明年暑假正值碩二趕論文趕實驗的時間，水湳工程有辦法確定在開學前完成嗎？已經延後

開學時間了，要是工程趕不完 為什麼不要再隔一年再搬過去

希望學校明確指出能搬過去水湳的時間點，不然不知道暑假期

間的研究到底在要哪裡做，儀器搬過去水湳都需要重新校正，

無形中會浪費很多時間，甚至可能會延後研究進度進而造成延

畢

173 覺得很不方便，對於個人寒假暑假的安排都會有影響
希望學校不要急著搬到水湳，可以真正準備好了再過去，例如

延後一年(2021年)再搬遷，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175 不要延後開學 希望照原本的就好了

176 不好 就直接照舊就好了

187 好 希望寒假盡量不會延後太多，導致影響學生假期安排，謝謝

188 🈚️ 🈚️

204

不同意

既然沒辦法準時開學

那何必急著在明年要搬去水湳

而且嚴重影響到要實習的學生

希望延後搬到水湳

應把關於學生受到影響的因素解決

像是課程安排，住宿抽籤或是另外找房子，通勤有無到達校園

，班次多寡，位子夠不夠，吃飯問題等等

解決再說要搬

208 非常不合理 寒假父母也有安排家庭旅遊 所有行程都會被影響

1.請勿延後開學

2.不管水湳如何都不能影響正常的放假時間

3.如果真的來不及就照慣例先去本部

4.結論就是 不準延後放假跟開學！會造成很大很大的不便

216

我認為延後開學對於國考的安排非常不利，第一，老師所上課程無法複習，第二，期末考

與國考非常接近，不利於複習。

搬遷後的校區仍然在施工，對於受教權是否有影響，還需要在討論（安康大樓旁的建案已

經對課程造成影響，但無奈非學校可管，但到了校區建案，學校卻直接放任其受教權被侵

蝕）

三週對於工程的影響我認為已籌備多年的水湳而言不應該是延

誤的藉口，應該實施教育部規定之時程。

對於已籌備多年的水湳校區而言，三週的時間應該只是一個小

小的比例，倘若尚未完成搬遷的進度，延後一年或者一個學期

會是準備更為充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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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不要延後開學!!!!!!!!!!

不要延後放假!!!!!!!!!!

不要跟別人不一樣!!!!!

不要打亂別人已規劃的寒假行程!!

如果水湳無法如期完工可以按照以前的模式全部都在校本部就

好

沒有一定要去水湳校區!

221

能否確定延後開學水湳校區一定蓋的好

 如果因為趕進度而犧牲了品質問題

造成和別人開學不同步是否會造成其他問題

可以延後一學期或半年在搬遷

225 反對
希望直接延後一年搬遷，不要影響到學生已規劃好的寒暑假行

程。

232
非常不同意，如此寒假變短許多，使得實習會非常不方便，對於藥師一階國考的準備也不

太好，學生該如何同時兼顧國考與課業
再晚一個學期搬遷

236
既然必須延後開學，那考量到大三藥學準備要國考，這樣是必影響上課進度，少了半個月

的準備時間。

既然需要延長到半個月開學而不是幾天，那校方為何不考量延

後一個學期搬遷？剛搬到新環境必須適應一段時間，國考生無

法好好準備，假如水湳校區又有最後階段工程還在進行，每天

施工的聲音也會影響上課及讀書。

238 反對，造成家庭行程安排有諸多麻煩
希望加緊工程腳步

若在時間內趕不上可先至本部就學

242 不希望延後開學，可能會影響實習、國考等等
希望學校可以將相關的規劃 例如學生的實習安排會不會受到影

響 國考等等的問題說明清楚

247 沒意見 趕快確定 要安排下年度了

250

相當不認同

憑什麼因為工程的延遲而影響到所有學生的寒假時間的權益，相當多的活動辦在寒假，也

有很多活動需要跨校的交流，若是寒假改期造成相當的不便，另一方面很多系有國考考量

，期末考跟國考這麼近很可能影響到應屆考生的時間規劃

當初是學校提出遷校的，但這是在不危害到學生的權益下所提

出的，現在嚴重影響到學生各種權益，請學校提出更好的配套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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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我想整個學期往後延對無論學生或是師長都造成許多不便，原因如下：

1.寒暑假是許多來自其他地區的學生難得可以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如果寒假整個順延，對於

外地的學生，甚至是僑生相信都很不方便。

2.許多寒假期間的活動可能會因為學校寒假時間改掉而導致學生無法參與。

希望學校能提出比較好的方法，或是不要順延那麼久

272 對於校內的活動而言可能有良好的配套措施，但校外事務將可能受到嚴重的影響。
學校因以延後搬遷時間代替延後開學，不只有上述情況還令些

不用搬遷的系所備受牽連，讓全校師生不知所措。

281
學校承諾在109第一學期搬到水湳校區，現在蓋不完應該是學校方要負責，而不是讓全體學

生和教職員延後開學，那些實習、國考都已經排定好的計劃要因此而打亂？

學校在承諾之前就應該擬定好計劃好好思考

如果真的蓋不完可以延後一個學期再搬遷

這樣10月蓋完之後也可以先辦一些活動讓學生漸漸熟悉水湳校

區，以便下學期搬遷

284 非常不OK 造成很大的不便 如果要交換學生什麼的 全部都會影響 跟以前一樣 先在本部

290 反對 至多延一個禮拜

291 不希望延後開學 搬遷作業延至下學期開學

293 這樣會不會對國考生多多少少有影響呢 想知道學校會如何看待

297 學費會打折嗎

希望設備完全完善再搬

目前看起來 實驗室設備好像都沒到位

搬去新校區做啥

300 有利有弊 暫無

304 不支持 希望維持原本的開學日及放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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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對於僑生來講，是有點麻煩，我們要提早買機票

如果寒假縮短 對大一新生來說是不太公平

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這麼久沒回家

還有我們大四就要實習會不會有影響

希望水湳下學期才開始使用這樣就不用延遲開學

336 不支持延後開學 希望不要延後開學，跟其他學校的開學時間差不多就好

344 我不想，這樣跟他校時間不同，會難安排時間
先別去水湳上課，等正確用好換新學期再過去，就先一樣北港

跟本部這樣

354
寒假日期會無法進行寒假打工；

而且很怕到時候又延期
希望可以九月開學的那一個學期繼續留在本部,下學期再去水湳

356 不支持延後開學 就是不支持延後開學

365
除了影響寒假的國考之外,還可能影響到實習。延後開學會不會也耽誤到下學期的開學？這

又影響到畢業後的人生規劃(當兵、求職等問題)

建議要嘛2021再搬遷至水湳,要嘛穩健地完成水湳建案並準時開

學。延誤開學影響層面眾多且龐大。

369
延後開學是可以，但是未來我們的開學時間都要比其他學校晚嗎？期末也比其他學校晚

嗎？一次是可以但每次都這樣放假時間和家人不一，家庭活動很難安排

希望一次可以 ，但我希望可以慢慢調整回來原本時間，不然也

可以提前開學，水湳我們可以學期中慢慢過去， 不一定都要擠

在開學吧？

373 不要 正常時間

374
如果於水湳的在開學前還沒準備好的話 建議可以先不搬去 等安穩好再全體搬 不然真的會讓

人很困擾

如果於水湳的在開學前還沒準備好的話 建議可以先不搬去 等安

穩好再全體搬 不然真的會讓人很困擾 或者可以水湳弄好 9月先

開學 10月再搬

377
如果可以延後開學而得到更好的資源

我願意
希望新校區不要讓我們失望

378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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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希望可以不要搬遷校區學生留在原本的地方上課 因為這樣子才能所有科系的學生在同個地

方上課 也比較有機會修外系的課

沒有必要急於今年就要搬校區

等全部完工之後再做打算比較適合

想留在台中校本部上課 如果真的一定有 設備空間的需要的話 

可以把藥學系的實驗課集中在一週的某一天 實驗去新校區就好

其他課留在原本的校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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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首先便是期末考試的時間和國考時間太接近無法好好準備，接著便是如果延後開學又沒有

如期完工會不會造成上課不方便的問題，會不會有設備不足的情況，導致需要台中本部和

水湳校區兩邊跑的情況，這對於無法擁有機車的學生來說很不方便，再來是如果沒有如期

完工，那搬遷一半的情況是不是又要影響我們的上課品質，對於這樣真的很茫然，為什麼

不等到正式完工再搬遷，延後搬遷的時間像是寒假期間再進行搬遷的工作，學期間在不影

響學生上課的權益下也可進行一些簡易的搬遷工作，不要影響到學生開學的時間，因為這

不僅僅對於寒假營隊出隊和籌備都有影響，還有開學後各大社團的成發與活動也是，接著

實習的部分因為學校延後開學又要怎麼辦，實習單位這又要怎麼解決，希望學校可以不要

太倉促下進行搬遷工作，特別是如果遇到搬遷來不及的情況是會對於學生上課與生活有很

大影響，更有可能使我們上課品質受損，延後開學不僅僅是國考、實習還有各個社團與營

隊，以及個人的規劃及參加校外的活動也都會有所影響，最擔心的變是如果搬遷不完善，

所造成的問題也更大，特別是對於要搬遷的系所會更茫然

希望學校能夠有完善的作法，而非是延後開學，可以延後搬遷

日程，等到一切更加完善後再搬遷上課，希望學校能提出倉促

搬遷的原因，而不是要學生來配合工程來開學上課。如果趕工

下無法完成不如延後搬遷日程，不要延後開學，因為這對於許

多學生自我規劃與實習、國考、社團活動都有所影響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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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我不想要延後

還沒蓋好就不要去那兒就在本部就好了

大一在北港

大二在台中本部

大三在水湳

真的很荒唐欸

而且如果學校還沒準備好就不要讓學生去

還沒蓋好就不要去那兒就在本部就好了

大一在北港

大二在台中本部

大三在水湳

真的很荒唐欸

而且如果學校還沒準備好就不要讓學生去

397 可以延後移到水湳校區，而不是延後開學 可以109年寒假再搬移到水湳校區

398 不希望開學延後 能提早開學就提早開學

400

為什麼需要為了因應校區搬遷而延後開學? 意思是109學年度開始的時候，校區還未完工

嗎? 

是否又保證多了這三週的時間，就可以解決所有疑慮?

既然都可以定出三週的時間，為什麼不能加快腳步，讓一切按照常軌來走?

希望校方可以按照原定時程來走，只要如期完工，就能如期開

學

405 完全無法接受
不懂學校在急什麼 應該要延一年搬讓所有行政及軟硬體都能到

位 不然也剝奪學生學習權益！

407 不要，會影響實習 如期開學

409 我認為延後開學不妥。各方面皆受到影響，期末考離過年太近。 希望能盡量正常開學，或是盡可能減少delay 的週數。

412 找住宿地點及跟房東簽約很不方便
希望在不確定工程何時完成的情況下，能把搬遷到水湳的計畫

延後至第二學期。

414 不建議，這樣會牽連很多別的事。學生不只是要上學，還有課外活動 保持原先開學日

418
延後關係，可不可以暫時上學期還是在校本部上課，這樣真的造成學生非常大的困擾，而

且寒假家裡工作缺人手要幫忙，拜託學校可以重視學生難處好嗎

可不可以暫時上學期在校本部就讀，不要讓學生的生活步調搗

亂；如果怕寒假來不及搬遷，那也可以延一年再去水湳，沒必

要一定要在2020去水湳吧，拜託學校重視學生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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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覺得很不能接受，工程能不能完工本來就不是預計這兩個字可以決定的，延期是很常見的

事。要是三個禮拜沒完成，那我們要去哪上課，在施工的旁邊上課?? 誰能保證明年颱風不

會影響到施工或是施工速度趕得上，一堆的未知數，與其延後三個禮拜不如好好考慮其他

替代方案。成為如此特殊的例外不僅打亂各個行程也很容易沒有完善的配套計畫，真的非

常反對!

我覺得可以想辦法先把宿舍完成，把宿舍分配完，讓該去外面

租的人趕快準備好，然後確認進出宿舍的路上是安全的。在施

工完成前，先讓大家在本部上課，宿舍過去也不用半小時，而

且教室總不會那麼少可以用吧?擠一下又不難，至少不會導致兩

個校區時間差異如此之大，講座時間也難排，所有跟本部有關

的活動都會不能去參加，因為有三個禮拜的時差，寒假很多活

動也不能參加，別人去賺時數去準備未來了，我們還要等期末

考，9月多的那三個禮拜也沒有任何能充實自己的活動可以參加

，畢竟大家都開學了。

424 延後一定會很多時間會卡到，造成不便
反正台灣工期都假的，根本不會準時完工，延三週也是一樣，

不要造成大家不便

425 不希望延後開學
不希望搬水湳校區啦=_=但說這句話可能沒用所以

就這樣

443
大三是藥學系的重要課程，可是水楠校區的完工日期，根本不是在明年，是打算讓我們邊

上課邊施工嗎？這樣誰來保障我們的上課品質
至少等到完整的工程結束可以有良好的環境再遷移

445 不要鬧了 這麼重大的事情怎麼會沒有考慮清楚就執行？事後才發現有問題？ 延後水湳啟用時程，明年新生照常在本部上課

446 施工出現插曲我知道，希望大家都平安，工程也以安全為考量，修復不要太草率

原訂在水湳校區上課，我認為可以在本部上到10/2，10/5再遷

到水湳。因為很多系級要出去實習，時間都會衝到（寒假暑假

都是）

454
我覺得對於醫技系沒有甚麼影響，而且對於不用國考的同學也沒有甚麼影響，但對於寒假

要考國考的同學，要複習的時間相對不夠，他們會比較吃力，最好不要延遲開學
如果可以的話，最好就是延遲一年或是一個學期才搬去水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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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學校好像搞錯了

你們自己的搬遷進度沒有排好

照理來說是你要來拜託學生同意你們要延後開學

而不是告知我們要延後開學

然後假裝開明詢問我們的意見

搬去水湳是什麼需要著急的事嗎

原本的校區又不是不能使用

還沒蓋好就先不要搬

再做任何事之前請先想想你是一間學校

不要只為了賺錢好嗎

對這間學校沒有任何期待

只要不要我之後畢業了

結果倒閉了我就謝天謝地

458 不想延後開學 延後一個學期搬遷至水湳

459 延後開學影響到寒假和考試時間對於未來已有安排的同學很不公平 避免掉寒假延後的問題

463 不希望延後開學，暑假太長，寒假太短，在實驗室與交換活動都有很大的影響 希望能夠維持原本的開學時間或者至多更改到延後一週開學

465 我覺得不行，不同意延後開學 希望就跟著之前的開學時間一下，寒假也不要有所變動

470 無意見 無

479
我希望可以照原本的計劃因為我是僑生機票會很難買到很難回家。我們有些人可能一年才

回一次希望您能理解。
希望可以照原本計劃

480 這樣延後開學 會導致比別人晚開學 希望能盡量趕完工 兩天的工作一天做 多找人手

481 反對 希望還是可以照常開學，不然就是延後到水湳的時間

489
如果還沒蓋好為甚麼不在本部先開學三週再過去？所有處室要搬去水楠的話，就讓所有行

政計畫延後三周不知道有沒有可行性？要不然就是再等下個學期再過去。

如果不行的話延後應該也沒關係，反正不要撞到春節假期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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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為何尚未完工就硬要學生搬遷到新校區?等到後年再搬遷有何不可呢？沒必要這麼急吧 ！還

不惜延後開學，這樣和其他學校完全無法同步，學校活動和社團活動也難以合作，並且想

知道明年是真的可以全校全部完工嗎？若是只有部分完工，是讓學生延後開學卻在一個施

工區上學嗎？真的真的那麼急嗎？😢

不是延後開學 是延後搬遷校區時間

498 接下來大五實習，由於沒用到校園，希望維持正常開學時間 不太希望同時開學，沒用到的話何時工程結束並不重要

504 很麻煩 原訂時間開學比較好，不然我們的學費減半就延後開學

506
直覺會對學生造成不便，而且有去繞一圈水湳校區進度應該不可能完工，安全問題有待考

量，如果學生在上課，樓層還有在施工，學生的安全問題真的不是很完善

希望學校能夠在校區建設完成，安全無慮時在搬過去水湳校區

，這樣才能有更優質安全的學習環境，也希望學校能順利溝通

增加到水湳校區的公車站及班次，讓學生學習時往返更便捷，

感謝您

511
認為會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對很多活動進行等等都會造成困擾

延後三星期是100%確認了嗎 

不會有再延期的問題嗎 

那如果需要再延期到時候是要開學還是不開學

為何不考慮延後一學期搬遷？

514 反對 不延後開學

517
完全不同意，覺得資訊公佈的太晚了，尤其是像我們大四的已經規劃好在寒假辦畢旅這種

活動，也都已經跟旅行社簽約了，現在臨時說要延後的話恕我們無法接受

拜託懇請希望不要延後開學，不然我們跟旅行社不但違約而且

還要重新安排時間真的很麻煩

520
不顧學生意見、擅自決定政策，身為醫藥大學校方卻一點同理心都沒有，行為態度似惡霸

，甚至沒有好好公開消息，擺明只想自己掌控事情。

應該取消採投票方式，讓學生與老師共同決定關乎於自己的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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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希望學校可以將搬遷校區一事延後一學期或一學年，如此的延後開學時間，不僅會影響2月

的國考，期末考與國考太近沒有充足的時間可以全心全意的複習，更會影響到下一屆大二

升大三的學弟妹讀學習國考科目的時間，越晚開學就等於開始學國考科目到國考的時間越

短，延遲開學影響的人數十分眾多。

希望學校可以將變遷校區一事延至一學期或一學年後。

525 再延遲多一年才搬過去水楠，這樣就不怕2月國考剛好碰到學內的期末考 希望不要太遲才開學，再延遲一年搬遷水楠

527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528

我個人比較不偏向延後開學

因為會跟其他同學的放假時間錯開

本來就很不常見面了

現在又要因為跟別人的放假時間不同又無法見面

如果是因為水湳校區的關係而導致因為要大家一起開學而開學

是合理的

但我認為如果會延後開學那不如隔年等整個都整頓完畢再搬

不要這麼急著還沒準備好就要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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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不該延後，可以請老師調整上課的進度分配。

何況醫牙中藥等上課地點跟水湳校區幾乎無關的科系，沒理由要為了這些事情要改變以往

的計畫表。

再說，一些系上同學會參加校際、甚至是國際相關的活動。難道他們要因為學校的政策而

影響自己本來不會被影響的期末考嗎？？是否應該在提出延後開學的同時，先給出配套方

案才是妥當？學習固然重要，家庭生活與朋友交際同樣也是，將學生的作息表錯動，對這

兩方面難免造成影響，希望經過慎思過後，能不要延後開學與寒假。

如上一題

540

來啊延後阿

來啊

來啊

來啊

就延後吧，讓我多個幾天與我所愛的人相處

553 不願意，會不方便排家人和朋友的出遊時間 可正常開學在臺中校本部上課

560
呃對不起我是那個填說已經有安排好寒假要畢旅的同學，抱歉我沒有注意到日期是2020年

，請忽略我之前填的內容，真的很不好意思
已經畢業了所以沒意見（？

563
搞屁啊！

反對延後開學。

水湳新校區的資訊不透明，沒有公開說明新校區的種種事項，

網路上查也都只有什麼學院要搬過去、交通車幾點、詳細資料

何時會搬遷等等說明什麼都沒有，由系上轉達的訊息也都只是

，「會開會討論」，在對水湳校區一無所知的狀況下，就要全

體師生為了一個未知的新校區做這麼大的改變？請求校方詳

細、公開、確切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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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希望可以按照正常時間開學，這樣會造成很多困擾。
三個星期間可以找一些沒有用到的教室上課吧，希望不要全校

跟著影響。

566

因為大四明年要進醫院

不知道醫院給我們的時程表是否會受到影響？

例如以往八月底會是進醫院的職前訓

之後就是開學進醫院

但是改成延後開學之後

這些日期一樣嗎？

這可能關係到有學生安排出國或是僑生回國的機票問題～

希望盡早給出明確答覆即可

不管是可以延後進醫院

抑或是維持原本的時程

567 我覺得很不妥當
建議可以提早開學1~2周(縮短暑假)，待完工後，學期中可以利

用這幾周做快速遷移的工程，寒假如期放。

570 極不同意！很扯

本來就不應該移來移去

大學讀了四年 ，每一年都在換地方

雖然嘴巴上都說換到一個更大的地方

但實際上誰不知道學校想的是什麼？

把本部可能要改為醫院的某一部分？

學校什麼時候真正的為我們學生想過？

水湳的租屋都沒問題了？

宿舍夠我們住嗎？

還是只是覺得有地方蓋好可以把我們趕快丟過去

繼續用醫院來賺錢？

571 不同意 可以依照以往大家先回本部上課

576 可以不用延後太多 不要延後太多開學，不然影響寒假時間

577 無言

乾脆晚一學期遷過去

反正都拖延那麼久了

趕著蓋 誰知道會不會偷工減料

578 反對，倉促且大三國考權益受損 延至下一學期或學年再搬遷

593
不想要延後開學

我們系沒有要搬 不應該連我們都晚開學
不需要搬的系可以正常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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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很困擾，暑假莫名其妙變長，寒假變短，把之前的計畫打亂。而且搬水湳校區並不是所有

學系要搬，真的有需要讓全校都拖三個禮拜嗎？

延後開學希望不要超過一個禮拜（跟大部分學校開學時間一

樣）

599 不一定要延後開學 不要延後開學日，可以讓學生先在本部上課，等水湳校區完成

601 支持 既然已經延後了，希望真的有個建設完善的校區

603

我覺得母湯

寧可晚一年開始用水湳

不要晚開學之後 發現水湳還沒蓋好 行政不完整

校本部跟水湳之間的交通不完善

醫學系是要留在校本部

超擔心我的課OAQ

實驗室在水湳

十分鐘來個衝刺跑步到校本部

下一堂又叫我瞬移到水湳

一天往返超多次

其實移不移校區都其次

設備不修不改善移到哪都一樣

希望不要卡一半

605
我認為不應因校區尚未完工，而延後開學以及延後寒假的日期，對於學生在實習、交換學

生，或是與家人的一些規劃上，帶來許多困擾

延後一年遷至水湳，讓工程能有更多時間來規劃及執行，讓我

們的新校區有更好及更安全的環境。

610 不喜歡，有很多活動或私人的計劃都會被打亂 醫學系沒有要搬的話，可不可以我們照正常開學日來？

612 不好，因為大三要國考，延後開學會導致我們無法好好準備國考，準備時間不夠。 可以搬去水湳但是不要延後開學。

616 不同意 希望可以再延後一年去水湳上課，不需要趕著明年就全面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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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不同意延後開學

阻礙了回家的時間 寧可早開學 也不願意遲三個禮拜放假
正常開學

638 贊成 投票結果要告知

639

無法接受延後開學，而且還是延後三個星期，這太誇張了。

畢竟延後開學就代表延後放假，這樣寒假時間就會和其他學校大錯開。本來好好的寒假計

畫也會無法執行。（家庭旅遊，和別校同學一起的畢業旅遊，出國進行寒假學生交換計

畫）

學校不應該因為自己的問題（無法完工）而讓學生來承擔其中的不便（延後開學）

我們也是有交學費的。不能完工為什麼不是延後搬去水湳而是延後我們的開學日期？

憑什麼學校的問題是學生來承擔？

我希望能夠照常開學，就繼續先在台中校區上課，等水湳好了

再搬過去就好了。

（就前三個星期現在台中校區上課，之後再去水湳校區）

不然如果到了10月水湳校區仍然沒有完工就要讓學生在未完工

的建築物上課嗎？

647 非常不同意
未能如期完工，遷校時程可以再往後，不要影響眾多學生的活

動排程

648 不希望延後開學，牽涉層面過廣，又沒有配套措施，最後學生的 schedule會搞的一團亂 學校該給出相關的配套措施，而不是直接說要延後開學。

653 尊重學校決定 無

655 延後開學的話，國考準備的時間就會變少。 不要延後開學

657 不可接受
開學日期不變

先留在台中本部上課

661 我不希望延後開學   如果是有跟外校合作的活動就會沒辦法同步配合 前三週都先在校本部上課  等到水湳工程完成後再搬遷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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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 資訊太少，暫無意見

1.屆時是否還有部分仍在施工

2.如果有在施工是否有噪音和粉塵的污染以及安全疑慮

3.如果不延後有哪些影響，請說明

4.延後開學是否也影響2019學年度之下學期行程

669 如果真的能夠在你們預計時間內完成   我贊同 希望能說到做到

678 不贊成 開學日期如原訂，不要因水湳校區影響學生的學習

679 無 跟隨學校的步伐

683

1. 寒假與家人的活動不好安排

2.系學會與其他醫院的活動不好配合，例如：與病人為友

3.醫學系根本沒有要搬去水湳，一起延後只是製造問題

1.可考慮下學期再搬去水湳

691 若延遅開學請問明年暑假是否也會延遅??

我認為若水湳校舍無法如期完工可以延遅一年再搬過去 不用这

麼急着讓我們搬 不然还會影响開學日期 對于後面的许多活動都

會造成不便

708 希望不要延後開學，這樣打亂很多既定的計畫
水湳還沒整理好可以先在台中本部上課，等到用好之後再搬到

水湳也不是不行

713 反對延後開學
如果不能即時啟用水湳，就繼續在校本部上課啊，何必硬要

搬？

714 不支持，頂多延一個禮拜，一開始的工期DL就應該壓在開學前，差三個禮拜真的覺得太多 可以多花點經費要求工程加速

716

為何學校一定要堅持明年去水南？為了這個延後開學導致不論是系上的活動收到受到影響

不管是系上或是校隊的運動招生及訓練也將會受到很大影響

更何況延後開學很明顯就是水南該地根本還不適合作為一個教學用地

就急著把學生放到邊疆，權益明顯受損 ！

強烈建議學校暫緩搬遷水湳校區，延後一年（甚至兩年）！

該地作為一個完整校園完全不夠格，沒有完善的教學大樓及學

生活動中心，學生的社團活動該怎麼辦？附近明顯還是很荒涼

，有給學生適合生活的園區嗎？

更別提連宿舍都還沒蓋好…

如此草率的作為會打亂學生的生活步調，影響學習的效率及動

力。

急著把學生丟過去的用意為何 ？請給所有學生一個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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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嚴重影響到寒假需要國考的同學，同時準備國考和期末考根本不可能。 延後一年到110年再搬去新校區

722 不希望延後開學 可以寒假後在遷校

728

希望不要這樣，會影響到我們的課業。讀了整學期的書（尤其大三課業加重很多），寒假

可以複習或是預習的時間還有休息的時間完全被壓縮到，覺得同學之間壓力都會很大，甚

至有可能造成國考科目複習的問題（學長姐），希望學校能夠考慮到這點！

當然希望能夠正常時間開學 （施工快一點之類的）

但如果水楠校區真的不行 校本部的可以正常時間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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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對於水湳校區尚未完成

就倉促將學生趕過去的原因實在令人不解

難道台中本部校舍已不堪使用？

還是學生權益遠不如財團收益呢？

如果學校高層能夠看到這篇文字

我希望你們捫心自問

究竟將學生倉促的挪動至水湳校區

是為了學生學習與未來著想

還是為了學校及醫院財團金錢、權力以及利益而生？

倘若水湳校區已準備完善

將一切學生的學習以及活動空間準備完成

將學生移至水湳校區並不會招來太多反彈聲浪

但如今水湳校區工程延宕

學校罔顧學生權益已是不爭的事實

並且沒人敢保證2020年10月5日能否如期啟用水湳校舍

將學生的開學時間延後三週

也造成學生對於個人寒暑期的安排

倘若校方堅持延後開學時間

將學生趕往水湳彷彿趕鴨子上架般的惡劣作為不肯罷休

相信將會招致更嚴重的軒然大波

屆時將在中國醫藥大學的歷史中留下永遠的污名

請校方三思！

將學生移至水湳校區的計畫直接延後一學年

繼續使用台中本部校區

以達到學生學習的最佳連續性

739
不贊成，因為許多事情如國考、見實習等都是固定且按照一定的軌道運作的，延後會造成

手忙腳亂的情形

如果真的無法蓋好的話，可以照常宣布開學，但不上課，讓學

期如期結束，而不會打亂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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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不同意，為何要為了一個還不確定完工的校區去耽誤各種事？寒假服務隊就這樣有可能無

法出去，基金會經費申請問題、可能其他系國考問題 學校負責嗎？
寧可把所有事情確定後再搬到新校區！

744 反對延後開學

與其延後開學，不如在台中舊有校區進行課程

延後開學代表著水湳施工無法如期完成，令人懷疑其施工品質

，希望可以讓工程有足夠的時間完成，讓我們學生有安全的環

境學習

760

因為工程延誤導致必須延後開學這點實在不敢苟同。明年即將升上大三、藥學系必須開始

準備國考

卻總感覺搬遷到水湳這板上釘釘的事實依舊充斥著許多不確定性（施工期、社團的使用空

間…）。

學校為何執意明年就搬到水湳？難道學生學習的權利不該是首要嗎？真正規劃給學生的使

用空間又有多少？

總之，延後開學還不如延後搬遷。

希望再多考慮幾個面向，好好聽取學生的建議。

雖然可能性不大，但希望不要在還有許多未知數的時候就被迫

搬遷到水湳，延後開學不如延後搬遷。

請把學生的權利置於首要。

763 極力反對 保持原狀，照常開學

764

不好！！！因為到時候大三課業很重，希望有規律的讀書時間跟上課，暑假就好好的回家

，寒假也是，寒暑假和家人的作息才能一致，另外，系隊的部分也有很大的問題，像是大

醫盃在二二八連假，我們球員還沒準備好，醫院學長姐的假也很難請，寒假期間大家回到

各地的家，根本無法練習還有跑公文，會造成很多麻煩跟失誤！

希望能照常開學，施工的地方稍微隔離，將大家暫時安排在替

代空間，三個禮拜應該還好！或是改成線上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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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與其因為要讓水湳完善而延後開學，不如直接延後一個學期搬去水湳吧，延後不到一個月

開學可以讓水湳更完整？我覺得說不過去
直接延後一個學期搬遷

794 無 無

801

也不能保證自己有辦法如期完工，然後要因此影響學生，況且不少學生是留在本部，請問

跟水湳校區完不完工有什麼關係？學期全部往後延，寒假考國考的同學怎辦？所有安排好

的社團活動等等學校怎麼負責？做事情想清楚規劃好補救措施再喊聲

要搬遷完整就讓時間更充裕，請往後延到配合學生學期作息的

時間，2021年8月之類的

809 維持原狀 延後太多了不需要延後這麼多

813
反對

需要動用到開學時程顯現新校區還沒準備妥善，為何還要急著把學生搬遷過去呢？

延後一個學期或者一個學年肯定能帶給全校師生較好的上課環

境

814

我不贊成唷，因為第一點，我們學校的作息，跟家人的作息會有很大的差別，不僅限制了

家人之間的時間規劃，也讓我們不方便。第二點，我不明白如果無法如期完成校區，那為

何不就延後搬過去的時間？都可以延後開學了，延後搬過去一個月或是一個學期有何不

可？或是說在學期中休一個禮拜，讓大家可以搬過去，這樣對於延後一個月開學想比，影

響還比較小。

希望不要延後開學，可以都先在本校區，等待好的時候再搬過

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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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我認為會造成許多困擾，尤其對於寒假要考國考的學生來說，這樣會造成讀書進度延宕，

若是影響到國考成績，不知學校能否負責！
在台中本部的高年級學生應照原本時間開學

839 覺得可以 沒有意見

842

不認同 覺得應該所有程序 工程一致處理完整完畢（且安全的評估）後才以新學期的單位 搬

過去 不應該影響任何原先行事曆 包括國考 租房子 返鄉等等問題 都指向延後開學這個安排

完全不行

延後半年或一年搬過去 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調整開學時間與放寒

假時間完全不能接受！

希望學校安全的做好所有評估以及待辦事項 

再一口氣以合理的時間搬過去 謝謝

843 反對 台中校區按原計劃開學

847 我比較在意的是109學年度下學期晚休業，導致實習機會缺失的問題。 可以109學年度下學期提早開學嗎

850 不！！！
既然工程會延宕，那為什麼要這麼急著搬

要不就直接延一年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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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1.那時我們正處於大三，正是學習及準備國考科目的關鍵時期。假設當真延後開學，課程進

度延後也是必然的，然國考時間並不會因為中國醫一間學校延後開學而跟著晚考，等於說

我們準備及學習的時間是會被嚴重壓縮的，再者期末考會更加鄰近國考時間，兩樣對我們

而言都是重要的考試，我們在準備上會更加艱困。

2.附近機能及配套措施仍未足夠，首先光交通就是個大問題，再來是住宿部分，新宿舍並沒

有多多少床位，等於說還是有一大部分的人要外宿，而我有上過學校網站上的水湳專區看

了下，上面的附近租屋數量根本不夠。

3.無法保障能如期完工，我不希望我們要在準備大考時還要一直忍受施工的吵雜聲

延後搬遷時間而非延後我們的開學時間犧牲學生上課及準備國

考進度

867 蓋好對學生來說也比較好👍 期待未來優質環境

874

我覺得將期末考改期至2/1而沒有先告知會導致已排好行程的同學造成困擾而影響期末考的

權益！請學校重視學生考試的權益，而不是只要有符合教育部規定就擅自決定學生考試與

放假的時間

照舊不移動期末考週

882
寒假延後放導致期末考緊接國考後面，這樣的話要準備國考又要準備期末考，絕對會影響

國考的表現
應該將牙醫系期末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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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理論上如果不會影響到正常的授課的話就沒問題唷，不過還是要看看其他同學有什麼想

法。

我不會主動去批評校方，希望校方跟學生能夠一起讓學校更好~ 

:)

893 影響到之後寒假的活動還有營隊跟社團 維持正常開學日期

894 我認為還可以。 沒有問題

896 反對 照常開學

898 反對 照常

918 不想要延後三個禮拜才開學
本部的教室尚可授課

可正常開學並於中間休息一個禮拜 作為遷校至水湳緩衝期

921
延三週太跨張了吧

如果寒假計劃去實習也會受影響

本人營養系大三，大一在北港 大二大三在台中本部 ，大四又遷

校區，大學四年搬了三次校區，也因為如此跨系選課很不方便

，也為此要搬遷租屋處多次，請問這屆大三能不搬遷嗎，或有

其他更好的解決方法or彌補措施嗎

928 不要延後！！！！！
可以選擇再晚半學期搬水湳，對所有設備問題 都解決之後 再讓

學生過去吧！

933

我覺得學校這樣對我們並不公平 二下很突然的就叫我們大四要搬去水湳 房租都已經約簽到

畢業了 而且說實在上學要通勤已經很不方便了 現在又要延後開學？ 沒有一個學生會想去水

湳或是北港 如果學校在繼續把人踢來踢去 只會招黑自己的校名 麻煩不要再對中國醫北港學

系的同學這麼不友善 可以嗎 延後開學會有很多影響  請學校照正常時間運作 晚一個月是怎

樣

跟學生道歉

不要再假裝告知

還是繼續黑箱作業

搞笑喔

937 不要延後開學 先按照台中北港，水湳再等一學年後

962 沒什麼意見，覺得也不差

希望學校不要有太多臨時動議，若確定延後也儘早公布，才能

方便學生安排，畢竟租屋安排或者各系迎新等等的活動都要很

早就開始排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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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
覺得蠻不好的，應該等學校的事情都處理完善在移動學生，延後開學感覺就會一直影響到

之後，衍生很多不必要的問題

先不要搬，再延後一學期或半學期，而且我們要為了剩一個學

期找房子租有點感覺不太好

983
這對學生及教師將會造成諸多困擾，學期日程完全受影響。

而且現在說延後三週，會不會最後不只延後三週呢？

延後搬到水湳校區。

如果配套措施都還沒完善，何需這樣趕鴨子上架，造成學生及

教師的困擾。

985

由於本人為雙主修護理的同學，護理不少實習課程皆為學期間執行，不僅實習單位能否因

應造成學生權益受損的潛在疑慮外，以及寒假家庭旅遊為了學校延後開學導致行程被動調

整也是問題之一。

畢竟當初本校從學校教育名義標到水㓓卻只規劃極少部分學校用地，由於學校建地進度延

遲迫使學生延後開學吃虧的到頭來還是學生和老師本身。

期望開學時間與全國大專院校一致，不要單獨一間特立獨行，

若學校未能即時將建地完成就不該強硬學生配合校方，寧願不

要學校建地偷工減料，也要保障學生學習環境安全無虞且完備

，這理當才是當初建立新校區的用意。

996 都可以,但是不是延太多了? 延得有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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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延後開學水湳校區的工程就能百分之百做好？

能保證延後開學我們不會在未完工的工地上課？

從現在到明年9/14還有10個月的時間

你已經能夠預測到你只會延後兩個禮拜？

有時間在這邊動腦筋想盡辦法把開學延後硬要把學生牽去水湳

不如趕快想想怎麼讓水湳校區在109/9/14前完工比較實際

如果你做不完也不會因為你延後兩個禮拜就做的比較好

如果延兩個禮拜就做得好我相信你這十個月每天多做一點也可以補完那兩個禮拜的工程

如果這十個月補不完我相信你也無法在多延後的兩個禮拜把工程做好

不要一直要學生去接你們的爛攤子

繳錢給你不是為了讓你完成你的大中國夢

如期完工 9/14開學

不然就再延後

延到下一批新生進來直接搬過去水湳 

其他方法一律不接受

不要再丟一堆爛攤子給學生們逼我們接受

你的大中國夢你慢慢去實現

我沒興趣參與

讓我好好過完最後一學期

不要動到我的寒暑假跟開學時間

1010 延後開學，造成很多不便 按照原定時程開學

1013 反對
醫技系沒有要搬不宜侵害我們醫學院的權益，而且要不晚一學

期或一學年再搬不就好了，急著搬的理由能說明一下嗎？

1014
希望學校關於這方面的事務能辦理的更精確一點，移動校區已是一件大工程，所以的師生

都會受到影響，不要再因為工期或是內部行政問題而產生額外的問題。

1. 希望能縮短寒假不要影響到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若真的沒

辦法縮短，也請校方提出對於未來實習時間、臨床課程的配套

措施。

2. 2月份國考問題希望能提早幾週進行或是和教師討論其他的評

分方式，以利學生專注於國家考試

1018 延後開學，導致期末考延後，造成諸多不便。 按照原定的時程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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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反對

1.請問學校如何保證會是三週，如果工程又不如預期，是不是又要延期

2.看不出有任何非在水湳開學的理由，進度來不及為什麼要全校學生一起承擔

3.學校整個行程往後，但其他學校、醫院、機關不會配合我們學校，如果造成學生權益上的

損失學校有辦法負責？

4.不用到水湳上課的學生為什麼要因為這樣拖延

希望不要延後開學，維持和其他學校一樣的時間，看不出立刻

搬到水湳的急迫性，這樣趕著過去只會讓人對動機有負面的猜

測及想法

1021 不要延後開學影響實習 明年再搬水㓓

1024 不同意，覺得變因很多 繼續待在台中本部，110學年度再過去

1030
由於放假時間的延後會導致部分學生的家庭計劃會受到干擾，對於有些學生的寒假進修計

畫也會受影響。

希望能採折衷方案，就是現在本校區上課直到期中考後或延後

開學的日期再遷至水湳上課

1046 因為自己科系不會有國考的問題 所以不覺得會有什麼影響

期待水湳如期完成～不然延期開學又迎來半成品的校園 有點賠

了夫人又折兵

或是如果不延時開學 為啥不能延到下學期再搬呢～

1047

1.寒假國考離期末考太近，難以準備

2.延後開學，如果原本寒假要實習的人，能確定9月那段時間能實習嗎?? 如果不實習，哪我

們還有什麼時間可以實習?

3.工程既然已延誤，如此趕著搬遷能確定設備什麼的都可以好好使用嗎?

既然已經延誤，希望能順延一個學期在搬遷，讓學校以及學生

都能有更充足的時間準備，也較不會影響到寒假的國考或是社

團活動

1048 不希望，因為寒假延後，和家人，以前同學不能安排聚會，出去玩
希望工程能更迅速的完工，或者想到不延期的方法，例如現在

英才校區讀，之後再遷移到水湳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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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不不不不不，延後開學有很多想不到的不好結果唷！而且寒假有過年，一定會很多人反彈 維持正常時間開學

1054
覺得不太妥當，這樣會跟其他學校的開學跟放假時間差太多，而且原本那麼多處室應該不

會一開學就馬上要做別的用途吧

希望按原訂時間開學，時間都不要變動，等完工再搬過去就好

了，當然不要搬最好，不然4年總共要搬3次其實有點麻煩

1056

完全不合理。受教權是學生最大的權益，學校如果無法在預期內完工，也該想辦法用現有

校區空間讓學生能順利上課。寒假、暑假並不只是學生放假充電的時間而已，更多是讓學

生更有機會深度接觸書本、校園以外之是與活動的"完整時間"，也是屬於學生權益的一部

分。更何況寒假往往與農曆春假牽扯，即便如今社會變遷，依然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節慶

，故而許多人寒假都必須做返鄉探親的安排。學校此舉，更是進一步罔顧離鄉求學學生的

權益。請學校務必慎重考慮！

意見期待？學校，你們有在聽嗎？不要睜著眼睛說瞎話就好

了。

如何改善？當然是照原樣，該怎樣就怎樣。延後一個星期已經

很誇張了，延後三星期？要不要乾脆不要開學好了？

1061 不支持
希望可以加快腳步

不要延後或是盡量壓縮延後的時間

1062 延後太多了，造成日後不便

不想延後開學

可現在本部上課

正式開啟再回水湳

1067

會影響我時候時間的分配。

為什麼水湳沒建好就要讓我們延長。還延遲這麼久，對我們的權益不公平。

所以我本人絕對反對這個改動

既然水湳還沒建好，就延遲到下年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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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
反對，勿因校方方便犧牲學生權益，擁有足夠空間學校不代表擁有充足資源學習，學費繳

心酸的？

2021年再搬遷，或109學年下學期再搬遷，屆時也有更完整之

建設

1093 不贊同延後開學，應該延後水湳校區啟用時間

如果是因工期延宕的問題導致無法如期啟用水湳校區，希望學

校可以做好完善的準備之後再移師教職員工生。自詡自己要向

史丹佛大學看齊的高等教育機構卻無法對近未來一年的規劃有

完全的執行力。且不談學校為何如此緊迫，甚至放棄完善規劃

搬遷準備的機會就草草將師生遷移。中國醫藥大學是為教育場

所，且是台灣知名的大學。校園的主體為學生，目的是為教

育。只因要達成109學年度遷往水湳校區的目標，便影響全體師

生超過千人的教學（育）權益；是否對得起當初覃勤校長創校

的初衷。

1097
可以直接延一個學期再搬去水湳。

延三個禮拜放寒假實在不妥，本來有計畫出國旅行之類的可能無法配合。

延一個學期，確認教室設備都準備好，再迎接學生過去，不希

望去了之後問題一大堆

1100

媽的白痴喔！水楠沒蓋好 啊是不會在本部正常開學喔 啊是不會趕工？ 我們學生考試範圍沒

讀完 老師是會(延後)考試日期？不會嘛 看學生好欺負是不是 是哪顆腦袋想到這方案 可不可

以讓我們好好看看你。

想把我們趕去水楠 至少硬體設備都要完成吧 教室健身房之類的 

想讓我們提早適應被打壓/壓榨的生活？也是可啦 反正學校就是

社會的縮影嗎！私立學校嘛 沒有直接喊廢校我就該萬幸囉。

1104
就我的立場來說，我不希望延後開學。這樣寒假的服務隊該怎麼辦？還有我很多的行程規

劃都因為這個被打亂。

覺得水湳如果沒有辦法提早完工的話，為什麼要這麼趕著做

呢？不能等到他完全完工了再進去嗎？

感覺學校很努力的要讓我們趕快搬走，但又不給我們一個好的

環境、合理的方案。

1107 不希望延後開學，而延後寒假，這樣在寒假的活動安排上有諸多不便。 再找出一個更適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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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贊成

如果訂好日期，就希望學校務必要在承諾的日期給學生們一個

好的成果，若是延後三個禮拜卻改變不大，那是否有需要呢？

希望學校能重視學生的權益，我們已經從北港搬來本部明年又

要搬去水湳，對我們來說無論是各方面都非常不方便，比如房

子要找兩次，社團分隔三地等等，所以希望學校又要有這麼大

的變動就請認真加強改善

1112

不希望延後開學

這樣造成兩個長假(寒假、暑假)假期不平均

身心靈無法充分休息

下學期在移至水湳

1116 我想過新年 希望能夠在原定的日期開學

1126
很爛的制度，蓋不完是不會延期搬哦。雖然不會影響到春假，但晚三周會嚴重影響到跟別

所大學的活動配合時間，很容易衝突卡到。

晚一年搬去水湳。順便更完善那邊的設備。匆忙搬過去，到時

也會有一堆問題。

Page 31



復原_工作表1

1128

荒唐

你們可曾因為衣服還沒乾就晚點上班？

你們可曾因為套子破了就不打這炮了？

你們可曾為了TA無限長的工作時數而多付薪水？

你們可曾因沒有校地蓋操場而停下貪婪的步伐？

你們可曾因為學生們的呼喊而縮回你們骯髒的雙手？

現在工期延宕了

卻要全校師生背負你們貪婪結出的惡果

告訴你們 可笑的政客們

我這樣實習完還可以出去玩

只是你們怎麼對得起那些已經交了學費

跪在胯下你們素懶趴的學生或是老師們

你們又欠了一個交代

恭喜您們

賀喜您們

就如中國醫一直以來的政策 十分可笑

衣服沒乾不會換一件穿？

套子破了不會再戴一個？

TA抗議不就塞住他們的嘴？

1130 希望學校能考量水湳校區硬體設備未完全好，學生是否有些課程需要回本校上課嗎？ 希望學校能積極爭取公車班次來連結本校到水湳校區便捷

1145 不要 開學時間可以正常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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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非常不贊同延後開學

一旦延後開學

會影響到往後的很多事項

對於國考 對於寒假的實習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若延後開學

醫院方若無法配合我們的時間讓我們實習

那我們該何去何從？

每年的寒假國考幾乎都在過年前

那我們當時才考完期末

怎麼會有準備的時間

甚至有可能 考完期末考就直接要考國考了

讓學生怎麼準備

而且學校現在也不能保證 

在明年10月前都不會有工程延宕

在不保證一定會完工的情況下

倘若學生已經找好租屋處

解約又是一個問題

寧可再多給一年的時間

也不想要新校區草草完工然後趕我們過去

在配套措施都還沒做好的情況下

實在罔顧學生的權益

希望重新研擬更好的方法及要遷去水湳的配套措施做好

包括校車路線

還有提供更多關於那邊住宿的資料

雖然已看過app上的資料

但那些資料真得很少

租屋處幾乎都離很遠

而且選擇很少

麻煩承辦人員多費心

1167 非常困擾 跟往年一樣照常時間放假及開學

1168
覺得這樣不好，影響了大家原本的規劃，也不確定延後了水湳就能完工，希望照原本正常

的時間開學。
照原本的時間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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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對開學我目前其實無感，但勢必會影響到我論文的進度以及太靠近過年了，我想說的是題

外話，到底為什麼學校要什麼都還沒確定好就搬過去呢？趕工的建築確定不會有危險嗎？

教室、系辦等等都還是水泥是要怎麼上課？為什麼不全部完工再一次搬呢？另外，可以建

議學校說水湳蓋多一點停車場嗎？一定有一部分的學生跟我一樣再一年就畢業，還是想住

原來中國醫這，那勢必騎車上學的人會有點多，如果還是一樣的停車格數量，恐怕容納不

下騎車上學的學生。

加蓋停車場

1175
不同意，若有同學要考寒假藥學第一階國考，延後開學導致放假時已瀕臨國考，讓學生準

備期末考與國考之間兩難

學校沒有蓋好校區就不應該寧可晚開學延後放假，而造成學生

的不便，應蓋好設施也完備，於下學年再搬

1186

覺得荒唐  有種不被尊重而要全權配合學校的政策去改變 我只是來這裡讀書 在這裡學習 不

需要為這裡負責吧

如果需要的話

那我們來讀書 學校有為我們負責嗎

最終決策的代表真的瞭解學生以及社團活動運作模式嗎？真的與我們貼近嗎？

有什麼足夠又合理的原因

會讓學校選擇延後開學

而不是延後學期去水湳呢？

對於延後開學  學校真的做好了該有的配套措施嗎？

還是有可能的需要學生們一再的遷就？

究竟真正對學校和學生影響最小的選擇是什麼呢?真的是這樣

嗎？

1187 不想延後三週開學

不是不能接受延後開學，只是覺得延後三週太多了，寒假也延

後也可能會影響到其他活動安排，再來也未能確定水湳校區是

不是可以如期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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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

暑假放很久雖然很爽

但很多安排都要跟其他校配合

這樣很麻煩

而且10月開學偏浮誇

新生進來也會傻眼

考試週也會完全亂掉

可以延後一學期搬家

不會比較吃虧

水湳那邊會建設的更齊全

最好準備再搬不是草草就趕工

慢工出細活

慢慢來，比較快

誰也不能保證趕工會造成什麼樣的潛在傷害

1203 晚三週開學造成許多預定計畫被打壞 希望能全部安頓後，2021年開學再搬去水湳

1204 感到十分不便 可以花半學期甚至一年整頓好嗎

1212
延後開學導致我們的中秋連假沒有放到 若要延後也應該要在9月30先開學 把連假也算在開

學的週數中

希望可以把中秋連假算在開學的18週當中畢竟其他學校也是把

中秋連假跟國慶連假都算在18週當中

1232 支持，覺得不錯 期待

1238 不希望延後開學 調整施工進度或是學校考試進度

1239
2月份有許多人要考研究所  而原本一月放寒假的話 還會有一些時間可以衝刺 但現在變成2

月初才放寒假 一邊準備研究所 一邊又要念期末考 實在是不妥！
希望能照常於9/14開學

1242 還敢搞事啊200大 正常開學很難嗎？

1246

根本沒必要為了提早開放水湳校區 讓我們學生延後開學  就再給學校一年來完成水湳的工程

啊  我們學生又沒有趕學校  為什麼要犧牲我們學生原有的權利 況且現在根本不知道水湳的

進度到底怎麼樣 搞不好我們延後開學結果水湳卻還在施工  別的學校都放寒假了我們還要水

深火熱考期末考==

希望不要延後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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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

水湳校區的規劃是否並不完整？學生的運動場不在第一期的規劃範圍內，要系隊如何生

存？

部分學生搬遷至水湳，會造成跨系授課的老師不方便程度更加擴大，特別是共同整合科目

，是要學生換校區上課？還是為了配合學生讓老師加開班級，提升老師的授課量？現在已

經有很多的老師課量很大，要本部北港兩頭跑，未來再加上水湳，是否過度嚴重壓縮到老

師的研究時間以及空間，抑或是影響到老師的授課品質？

據說，在本部、醫院、水湳校區中只能存在兩間動物房，若任何一個地方沒有動物房的設

計，研究生、老師們的研究將會受到影響，還請考慮這個部分。

工程延宕，為了如預期在同一學期開學實施，是否會造成建築或者其他空間上安全的不確

定性增加？

會影響到想要寒假到藥廠藥局實習的同學權益。

另外藥師國考很可能在2/5-7，而學期結束在2/6，若是國考科重補修的同學因為期末成績還

沒出來而不能考試，學校要怎麼負擔責任？因為學校的行政措施而壓縮到學生很重要的權

益？

希望學校完整規劃實施可行性高的計劃，或許多半年更甚一年

的準備時間，讓兩邊的校區都可以無縫接軌到新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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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

只要學校能確定明年水湳校區能完工並且所有要搬家的系、社團皆能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進

行搬家，延後開學並沒有太大意見

對於水湳校區是否準時完工，讓大家能如期搬家，是否有備案呢？

希望學校對於目前水湳的規劃以及搬過去的初步設施能一一整

理給全校師生，這樣在延後開學的前提下，所有師生皆能對水

湳有更清楚的理解

1263

這跟房東簽約完突然說：房子還沒蓋完麻煩延後3星期入住！有什麼不一樣

請不要用蓋不完當作犧牲學生權益的藉口

請依照原本時間開學謝謝

延後一年搬

1265 我認為延後開學牽扯到太多事情，不單單只是寒假變短而已。

我認為如果水湳校區的工程無法在開學前如期完成，那為什麼

不延後一個學期搬過去，反正校本部的教室還是夠用的不是

嗎？

1269 無 無

1271 不同意延後開學，如此會卡到寒假要考國考以及醫服隊的時間 按照表訂時間開學，待水湳完工，再擇日搬遷過去

1272 學校單方面改變開學時間非常不尊重學生，安排好的行程也都被打亂 加工趕進度或者晚一學期再搬過去水湳

1292
可不可以讓校本部的同學比照其他學校正常開學 其他要搬遷至水㓓校區的同學則延後開學 

雙軌並進
希望不要整個延後導致一些課程的耽誤或是縮減

1307
希望不要因此延後開學，因為這樣時間和其他學校完全對不上，若要安排活動不方便，也

很難保證延後這三週水湳就會完全完工。
希望能採取其他措施，像是只有大一新生晚開學等等。

1314 反對
希望能維持正常開學時間和寒假時間

之後開始實習很多行程都很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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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會不會影響到明年下學期課程進度
真的完工後要拖一個月導致所有時間挪移我認為不是最好的辦

法。不然就再隔一年搬移

1319 不同意期末考接近過年 期末考提前三週至原訂時間

1320
所有時間都被大幅度更動

和家人朋友的時間完全無法配合
依照原本日期開學完全不能延後

1321

雖然總上課週數沒有改變，但延後開學影響的實在太大，真的不希望學校的最終決定是如

此，想必也有很多科系很多學長姐也是需要實習的，實習前的技術沒來得及教完亦或是實

習延後，都會造成負責的老師或是醫院人員很多麻煩，希望學校能想出更好的辦法。

期待能如期開學。

1344
我覺得不行，這樣和其他學校的人錯開假期，對於安排所有事情都相當的不方便，不論是

家人朋友都會難以安排行程。
希望不要延後，或者不要延後三個禮拜，分開開學我覺得還行

1351

我覺得不行

放假的時間跟其他人完全錯開

寒假排得行程都會被打亂

希望嚴正像校方抗議

維持原本開學時間

或是延宕搬遷至水湳或是提早工程

1357 還可以 但好像有點太晚 目前想不到

1387

我個人認為這樣做真的很不對，怎麼能夠因為工程問題而延後開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

間規劃，這樣擅自改變根本是荒謬至極，影響了多少人的權益？希望學校能好好正視這個

問題

對於那些影響到的時間、還有人事物，請給出一個合理的解決

之道或是賠償！有些人的活動很早就決定好了，沒辦法說改就

改

1389
寒假的活動很多都已經開始報名和籌備，有些甚至是開放校外人士報名，更不用提個人的

計畫、家庭出遊等等，寒假時間一改，影響的是多少人的生活。

希望能知道水湳具體情況，是不是真有必要為此造成這麼大麻

煩，且希望了解為何一開始沒有做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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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
延後開學及寒假時間會衝到牙醫系國考時間，非常不好，如果造成國考通過率下降，弊大

於利

不要延後開學時間，水南校區的搬遷對於大部分系所高年級生

沒有影響，如果不能延一學期或一年再搬遷的話，能不能讓高

年級先開學

1398

幹嘛不直接延後一年？那麼勞師動眾

都要延後了代表準備的還不夠完善不是嗎？到時候東缺西缺的

很想要趕快把宿舍改成醫院賺錢吼

直接延一年啦！學校高層有什麼毛病？

1406
延3週時間有點太長，最多只能接受1~2週。

延3週影響的不只是表訂的國考日程、實習單位的配合，還有大部分系所的課程規劃。

1. 希望能縮短延後開學的時間，最多等待1~2週。

2. 前三週仍在本部上課，但需訂定確切完工時間，等一完工確

定能搬遷，再請同學搬遷，在此希望學校能負責同學的搬遷事

宜，包括運送行李等。

1410 太扯了，不可以 乾脆延後一年就好了，朋友去參觀都覺得有夠荒涼

1411

這樣對於升大四的國考生很不公平

因為一月底國考

但二月初還要考期末考

根本沒有辦法準備

對於學校搬遷到水楠沒有影響的高年級應該要維持正常開學時

間

免得之後國考、期末考全班撞在一起

1413 希望照常開學，不要延後
可讓新生繼續住台中校區，一切比照62入學辦理，等下下一屆

再移至水湳校區

1429 期末考跟國考這麼近，學校腦袋裝....? 學店是董事校長你們這些傢伙造成的，只想賺錢的既得利益者

1435 希望可以不要延後開學，因為這樣會壓縮到原先就不長的寒假
第一個禮拜可先在台中本部（或北港分部）上課，等到水湳校

區完工再恢復原先計畫

1447 到底什麼樣的人有辦法提出這種意見阿？？？
既然水湳校區還沒完工，為什麼不等完工後再搬遷過去？要學

生在工地旁邊上課也太可笑了吧，繳學費做功德喔？

1450 建議不要延後開學
可以先在本部上課，但延後上課時間，讓在水湳租房子的同學

有足夠的時間準備上學。

1452 不希望 何不照常開學，我們願意去本部上課之後再移到水湳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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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

工程蓋不完 關學生什麼事，凡事都要學生退讓，沒有底線。一個水湳校區不斷侵犯學生的

受教權，憑什麼搬過去後學校告知沒有地方設置儀器，啊就都不用做實驗就對了？沒蓋的

比現在的地方大，還趕拖延，欺人太甚啊！

叫上層對動點腦為學生著想

1454
不好，如果來不及就不要急著明年搬過去啊 還是很不能接受北港換本部又馬上要換水湳欸 

真的很麻煩 全台灣哪個學校像我們一樣 大學4年要搬3次？？？
不要明年急著搬 等整體都完善再搬進去

1455 拜託不要 不要

1480 原本安排好的計畫，實習完全打亂 不要延後3週或晚一年搬

1496

不滿

關於水湳我們一無所知

工程說好的結果到現在

變成一延再延

一拖再拖

那幹嘛不全部用好再過去

照舊開學不要動

遷水湳的事情延後至下學期

1512

對於學生造成不便，延後的那個月會造成跟其他大學的作息不同、家中安排事情的不便。

而且其他相關配套也都尚未說明清楚，例如公車或住宿等等，希望可以做好完善準備再搬

遷。

晚一個學年再搬遷至水湳

1552

學校本該以學習為重，現在因為本部要改建成醫院而新校區無法趕在109學年度開始時完工

，竟擅自延後學生開學，實在說不通，教育部所訂定的開學結業日期必有其道理，學校若

硬要延後開學真的不妥。太荒謬了。

與其延後開學不如將搬遷日期往後延，可以改到109學年度下學

期或110學年度再搬，這樣可以讓新校區有時間達到更高的完工

程度，相信本部晚個一年改建也不算什麼太大的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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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 我否決
希望能延期開放新校區或是延期學期開放就好了，不然壓縮到

我們的寒假規劃會很困擾

1573

對於有此年有國考的科目，會不會有一邊上課一邊施工造成無法專心備考的問題？

寒假的縮短也會造成有些科系的國考跟期末考很接近，會更壓縮準備的時間。

也會有學生在寒假實習，這樣的話實習時間該如何去做調整，有可能實習會跟開學撞期。

不延後開學，可以延後搬遷校區的時間代替，如延後一學期或

一學年。

1574 不要拜託 蓋好了再過去那裡現在什麼都沒有(; ༎́  ຶ Д༎  ຶ `)

1583 反對 延後一年搬遷

1591
個人覺得延後並不是很好的解決方法，事情應該是要如期完成，即使是延期，延這麼久之

後一定會出現很多問題

我認為可以正常時間開學，一直到完工，避免施工延期而無限

期延後開學，導致補課的困難，而搬遷問題可以確定完工的時

候，放一個禮拜的假，讓學校與學生都有緩衝的時間，這樣即

使需要延後寒假，也不會延誤這麼久

1594
既然延後開學，是不是能夠直接晚一個學期或是一個學年再搬到水湳，可以讓工程有充足

的時間進行，老師跟學生也不會過於匆忙

希望學校可以好好考慮，不用硬是要明年搬，甚麼時候搬不是

重點，重點是要讓同學有好的學習環境，而不是充滿不確定的

環境

1607 不要延後啊啊啊 按照正常進度放假開學就好了

1609
反對，我覺得「為因應水湳校區大樓工期及搬遷進度完整」這個理由並不足以能夠將開學

日期往後延，更遑論是三個禮拜。

既然現在已經在討論明年開學日期了，那麼是否能讓將工程提

早完工與搬遷時程往前調，因為到明年八月底還有10個月的時

間，如果工程能提早三個禮拜完成，搬遷也能提早，這樣應該

能夠如期開學。如果不能提早完成工程，工程期那三個星期在

原校區上課有什麼不行的理由嗎？

1612 會影響到許多社團在寒假舉辦營隊的時間 希望可以維持原本的開學時間

1617
希望校方勿趕鴨子上架，就算延後開學，也不一定來得及完成新校區硬體設備和環境安全

測試評估，還不如延到下學期再做搬遷
希望校方能給出具體的規劃時程表，讓學生清楚了解進度。

1629 時間不能配合 不要延後 影響到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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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 不贊同 晚一年再搬過去

1656

1.大三的學生就要面臨許多國考科目，光是一週的延宕進度就落後很多了，更何況是一個

月？雖然說上課的週次一樣長，但難道國考的日期會因為我們晚開學而延後嗎？學生的學

習和進度不應該受到學校晚開學的影響，更何況是面臨國考！

2.所有社團或服務隊的行程會被打亂，難道會在國小國中開學的時候我們要去做為期一個禮

拜的營隊嗎？社團根本不應該受到學校的牽制

3.大四大五的學長姐寒暑假也會實習，臨床教學方面是否配合也是一大重點

總結，大學生不應該因為學校工程的延宕影響我們的課業和社團，學校除了提供教學資源

與環境，更應該重視學生的利益，不應該把遷校這事情當第一優先，學生不會為了配合遷

校影響到自身的利益，我們並沒有虧欠學校任何事情！更何況是晚開學3週！如果學校因為

工程耽誤了一點就晚一年遷校覺得浪費，那學生也會因利益被奪取而覺得讀中國醫很不值

得。

晚一年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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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

我覺得延後開學的問題非常多

時間延後可能會卡到非常多的問題

甚至就算完工了

裡頭的位置分布

上課設備等等都不一定為齊全狀態

因此可能或讓同學來回本部與水湳之間上課

導致學生上課權益受到影響

既然水湳都已經延後完工了

難保為了完工而導致設備出現問題

到不如延後一年再搬校

也不會導致水湳又因為工程延宕而延後開學

延後開學影響的可是幾千人和老師們呢

希望學校再三思考

延後開學是否為正確選擇

1675

學校在施工的時候本來就應該考慮到完工時間了，而不是要學生配合延後開學，這樣造成

的影響太大，無論是實習國考還是各個營隊或社團計畫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和家人之間

行事曆的差異也會讓學生非常不便，若無法如期完工應該考慮的是讓大家多留在校本部維

持現狀一年，而不是強行要求大家延後開學，這樣趕工出來的建築品質堪憂，安全上也有

疑慮

希望維持教育部行事曆在正常的時間開學，若水湳校區無法如

期完工寧願多維持現狀一年也不要冒著趕工的風險，希望工程

是在沒有進度壓力的情況下好好完工，也希望學校能重視學生

的意見不要強制大家必須配合這樣與眾不同的行事曆

1680 不同意，因民國110年暑假延後放假可能影響我們實習 如果還沒完善蓋好 不如就不要搬。

1685 不希望 希望完全完工再行搬遷

1718 不希望延後開學，希望按照原來的時程 延後開學真的能保證工程全部完工？

1748 無法如期拿到畢業證書，將無法國考 不要延期開學日

1771 大四上有國考 這樣就變成國考在期末考之前 可以試試先原本的地方開始上課

1777 很好一致最重要 如願以償

1803 強烈反對 遷校水湳暫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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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1. 現在距離109年9月開學還那麼久，不能調整一下速度？

2. 萬一延三個禮拜，又來不及，再延下去怎麼辦？

3. 那就正常的109年度第2學期再搬.

4.  2月超冷.我不想2月來考期末考.別的學校都放假了.

。

1825 反對！！寒假為難得與家人相聚過年時間！堅持反對延後開學！ 希望改回正常開學時間

1843 不錯 無

1857

不同意。營養系109年的國考在2/15，如果110年也是相近時間考試的話，延後開學將會影

響到學生準備考試的計畫。並且有些同學的實習時間是在寒假，如果寒假延後的話會卡到

時程。

這樣子改的最大被害者是我們這一屆的學生，希望學校不要忽

視我們的聲音。

1864 完全贊成延後開學！！！！ 沒，延後開學讚讚

1880 還沒有蓋好就不要急著搬過去啊

延後開學造成太多的麻煩，尤其又是我們這種實習量大的科系

，延後開學什麼都會延後，而且到時候10月又還沒蓋完，是不

是又要往後延？工期誰能保證？真的不行麻煩明年不要搬

1890 已安排的行程規劃被打亂 只針對水湳分校那邊的同學進行延後開學的方案

1899 反對延遲 照常開學

1900 不要 就是不要

1913 否否

學生也不會因為老師沒教完就延後期中期末的日期，為什麼學

校工程就可以...更何況還有將近一年，難道不能加把勁提早完

工嗎？傻眼

1920
覺得如果還沒準備好，可以不用急著搬，下學期再搬也行。不然調整開學時間，最後要調

回來也是壓縮我們的寒暑假，對我們的利益與行程會造成困擾。
上述有寫，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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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我個人認為延後開學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因為會造成很多人的困擾，像我如果要上補習班

，我人住在台北，那就得9月就去台中，而且還沒辦法去學校上課，我感覺這樣很不好

我認為可以再延一年或者是延一個學期，我覺得這樣實在是太

趕了

1923
延後開學不只可能打亂了寒暑假規劃，還會干擾到需要國考的人，此舉會牽涉太多學生與

教職員的整個家庭

如果是因為水湳校區工程延宕，為何不等到確定建完再搬過去

呢？頂多就只是晚一年而已，現在不只還沒蓋好，甚至有些細

部結構都還沒出來，就這麼急著搬，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

秘密

1935
暑假三個月太長

延後開學會影響學生作息

希望學校做完完善規劃再安排學生搬遷，目前只有說會像市政

府申請加開公車到水湳卻沒有確切的結果，對於通勤上學的學

生來說實在很困擾。許多資訊學校也只有「告知」會怎麼做，

沒有讓學生了解到水湳校區的實際情況，會令學生感到不安。

1941 難道不能先在本部上課，一定要延後嗎 希望不要延後那麼久

1952

不應該因為學校私利 ，造成全體學生的權益受損 ！

其實一直很不明白為何學校要搬遷至水湳校區 ？是因為原本的台中校區要變成醫院嗎 ？

我們到底是附設醫院 ？還是附設學校呢 ？

而且這樣之後需要實習的科系 ，若也是一樣在附設醫院實習 ，不就要租二處 ？又或者早起 

（市公車沒有那麼早、學校不可能全數使用接駁車吧 ？）

希望學校可以給學生一個清楚的交代 ！

按照原定計劃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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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覺得不需要這麼急，設備都還沒完全好，就算延後開學也是只是第一輪設備完工，以後還

得在工地旁邊上課，恐怕不是一個學生應該受到的對待，我們是來受教育，不是讓學校斂

財

蔡長海店長，你看到了嗎，有點良心的話就多為學生設想

要搬不是不可以，等到所有施工完成再搬我相信不會有人有意

見

1956

延後開學會影響之後課程安排的進度，加上現在有實習，若延後開學會影響到系上各梯次

同學實習的時間，會影響到還壓縮到老師的時間、人力，也增加到同學們對於實習的時間

壓力，甚至面臨過年也要實習的可能，醫院的實習單位也會不好安排，影響的層面當然不

僅只限於這些，所以我大力反對延後開學，因為後果不是我們能想像的

若水湳還未完工，就不應該耽誤全校師生的時間，來延後開學

，況且延後開學能保證完工程度100%嗎？就等「完全」確定後

再搬去也不遲，希望是等到2021年

1959

覺得非常不妥，感覺沒有被尊重，為什麼不能等校舍、宿舍都蓋好後再進行搬遷，這麼急

著搬也不確定是否有宿舍可以住，目前我們對水湳校區四周的生活機能及租屋資訊等等都

不了解，再加上延後開學，根本無法提早安排搬到水湳校區的住宿等等問題，大四時系上

也有實習的課程，是否應該先與實習單位達成共識、擬定相關配套措施再決定搬遷？大四

實習時也需再一個禮拜內往返學校、住處及醫院，提早確定住宿的地方非常重要。

應該等水湳校區的校舍都完工、相關問題的配套措施都擬定完

整後再搬。

1966 不要 正常時間開學，不要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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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不能接受

如果延遲開學且延後放寒假，那代表寒假不足一個月。這樣會導致我們無法在寒假實習。

不應該因為學校的問題造成學校的困擾。

延後一學期搬去水湳/前三個星期在台中校區上課

1996
延後開學會把整個時間打散，到時候實習時該怎麼辦?我們從暑假開始實習到109年第一學

期結束，這樣是不是代表我們也要實習到110/2/5?

要延後開學不如等109年第二學期再讓同學搬遷過去，時間就不

會這麼混亂了!(至少以一個學期單位)

2008 可讓水湳的學弟妹有充分時間準備開學 無

2018 棒~~~不影響年假，前一個暑假也可以增加畢旅的時間，還能錯開人潮！ 期待

2020
非常不滿，如果學校場地都還沒正式準備好，為什麼就要先搬過去？再者，即時延後開學

搬過去後，學生是否也必須在上課時間忍受學校的其他施工造成的噪音呢？

我覺得如果水湳還沒準備好，我們為什麼不繼續待在原校區就

好了。再慢個一、二年，等水湳確定完成第一期（甚至是第二

期）工程，再搬過去也無妨吧

2021 沒辦法接受 延後一年確定完工後再遷水湳

2022 我覺得不好 因為之後實習的時間會卡到
希望學校不要因為為了這個 讓我們實習的權益受損 而且之後國

考時間跟期末考時間相近

2031 先不要 拜託不要

2032

延後一個月開學也太不周全了吧

為什麼不等水湳全部都建設好再一起搬過去呢

照學校的說法明年搬過去之後有些地方也會繼續施工

藥學系大三要國考真的不能這樣玩欸董事們

明年繼續待在英才校區

後年等建設都完成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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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

請問以後每學期都往後延3週嗎？是否導致大家延畢3週，以及影響到在外實習的學生（因

延後3週開學，導致延後3週結束學期課程，比如原本六月底結束課程，延後至七月底結束

，但有些實習從七月初開始，請問如何解決？）

共兩個問題：

第一，是否導致學生延後近一個月才能畢業？

第二，延後開學，導致學期與實習時間重疊，是否有對應措施？

因學期時間固定無法變更，故是否搬遷後第一學期寒假可簡短3

週，或者在下一個暑假簡短3週，調回原本九月開學，六月結束

的正常時段，讓學生如期畢業以及如期實習。

2042
覺得非常爛，明明新校區還沒規劃好硬要讓學生搬過去，還要延後開學。持完全反對意

見。
晚一個學期再搬，或者晚一年

2043

難找宿舍！！！！！！！！

學校宿舍也不夠

通勤痛苦！！！！！

沒車沒人權

隔一年再搬

2064 因會與實習時間衝突，影響實習的進度，影響畢業與考照。 不要搬過去

2071
如果寒假還有學生要準備國考 這樣會造成準備期末考和國考之間兩難啊，學校建設未完成

整體尚未完善的解決辦法不應該是延後開學來影響學生原本正常的學習步調

延後搬到水湳的時間 應該等整體全部完善之後再搬過去才不會

造成太多問題 學生權益也比較不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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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4 不想延後開學，我想不管水湳大樓有沒有完工，還是可以在本部上課吧！

如果延後開學，那下學期也延後開學那也延後畢業，那延後開

始工作，那都延後了，也領到較少的薪水（如果早點工作就是

早點賺錢），那領到這麼少，是誰要來彌補我們！！！！畢業

了學校不會管你呀，那房貸車貸信貸誰要來幫我們繳，你說說

你說說～～～

乾脆就是，正常開學！！！！

2075 期末考時間跟我們出去實習時間太近，擔心成績太慢，會卡到實習時間 希望不要延後或是可以找出解決辦法

2077
我覺得既然水湳校區到明年還沒有100%完工，一切都還沒安頓好就急著在水湳上課不太好

，學長姊們甚至我們未來還要實習，延後開學的話會衍生出許多問題。

希望學校可以等水湳校區工程全部完成再一起搬遷，明年就搬

去的話，大家還要花一些時間重新適應，而且工程還沒全部完

成，有什麼工地意外，誰也不能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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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7

1.若是需要搬到水湳，那交通問題該如何解決，雖然有提供接駁車，但是若是我們學生有需

要到本部上課，而剛好上一堂是在水湳上課，那這樣其實時間上還是來不及，所以接駁車

的用途只適用於中間有空堂的學生，對於沒有空堂而需要連續上課的學生其實問題根本沒

有解決

2.住宿方面，水湳目前有的租屋訊息還是偏少，而且租屋的費用提高，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

負擔，也並不是所有學生都會自己有交通工具，有些學生的父母不願讓自己在台中騎車，

雖然有公車，但也並非每個時刻都可以順利搭上公車，何況若是自己當天的東西較多，搭

公車也不一定比較方便

3.若是暑假系上有需要辦營隊或是迎新，過程中會有很多行政程序是需要跟學校接洽，也有

很多文書是需要系上的老師協助，那若是有需要兩邊跑，會很耗時

希望如果要延後開學，可以等很多設施完善之後再延後

例如再一年之後再延後

何況我們是大學生，不是社會人，學校現在的做法很明確並沒

有站在學生的角度，也沒有考量到學生的處境並不如社會人一

樣，常常有老師說學校缺乏畢業生回來給予教學上的回饋，但

希望學校思考是為什麼導致這個結果，為什麼許多人會最後考

碩博會寧願到其他學校

2102 希望不要延後開學，因為會導致寒假暑假的縮短，且許多時間安排上會較為不便。
建議可以使用線上授課的方式，三週的課程對進度壓力應不

大。

2120

延後開學影響的層面非常廣

請學校不要罔顧學生權益

工程延宕是學校的問題，後果不應由學生承擔

維持正常開學時間

2124 覺得不是很妥當

既然不能正常開學前整修好，那下一個學期再搬遷就好，不用

那麼急著搬遷吧

況且其他沒有搬遷的系所開學時間也要一起被更動，那不是也

有損我們的權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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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 延後開學很麻煩啊，好好準備一年東西都弄好了再搬過去 晚點搬過去

2134

想請問延後開學會不會導致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期末比之前的晚，導致暑假晚放?還是因

為原本大專院校的開學都是在於3月1號，因為如果是晚放暑假的話，會不會導致更之後的

期末考與暑假的國考過於接近？

可以更詳細的於粉專介紹一下完整的109學年度的日程安排～謝

謝

2143

1.期末考和國考時間太接近

2.實習單位會很難配合

3.大三同學準備國考時間延後

4.學生搬校區要租房子會很麻煩

1.可以延後一學期或一年後搬校區

2.配套措施要做完整

3.不要為了搬校區而搬

4影響人數眾多，請學校慎重考慮

2145 不要延期 工程速度加速不要這樣造成開學期的延後

2146 可以接受 辛苦了

2154 不同意！
正常時間開學，請加快速度完成水湳工程，不要影響到同學的

日期

2169 可以接受 沒有

2175 個人比較不偏向延後開學，因為這樣會導致我們寒假國考的準備以及各活動的安排。

可以考慮只是延後大一生的開學日期，但至於其他年級的學生

則保持原樣，盡可能的避免影響臨床見習課程的安排。或將遷

校的日期延後一學期。

2178 不同意，寒假有規劃 不想寒假時間被壓縮 照原本行事曆的規劃 不要延期開學

2194

覺得非常不好

晚一個月開學有許多事情都被影響到

對於學生考國考的進度也有很大的問題

而且寒假跟期末考週太近 會影響許多學生的安排

希望學校可以站在學生的立場想 不要只想著利益

如果水湳校區尚未完成就再遲一年在搬

不用急著一定要搬 以免

還是有什麼原因一定要急著搬嗎 如果有希望可以跟學生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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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

如果水湳校區還沒蓋好，就晚一年再搬也無妨，不知道為什麼要那麼急著搬，這樣對學生

也沒有比較好，而且這樣到時候期末考會離2月的國考很進，如果延後開學的話會造成考國

考的學生的麻煩，對實習的時間也會有影響。寒假離期末考太近，也會對很多學生的安排

造成影響，希望學校可以多為學生想一下，不要只為了學校的利益。

可以延後一年搬到水湳，真的沒有必要那麼急著到那邊去，造

成大家的不方便。學校擅自改變行事曆，沒有跟學生說清楚造

成學生也是一堆問號，是否可以跟學生說清楚講明白，再做出

決策。

2203

會卡到我們得實習時間：）希望學校可以考慮到大家：）而不是為了建醫院之類的就要倉

促的把大家搬來搬去：）而且放一個跟其他學校幾乎錯開的寒假甚至無法跟兄弟姊妹聚在

一塊：）

希望不要倉促把我們搬到水湳：）如果延後開學還不如再延一

年：）

2204 因為將面臨國考，不希望在這時候因為學校的關係收到影響 希望等學校準備好，等到更加完善時，再讓學生搬過去

2206 下方一併提出

首先，延後開學是因為工期延後，可以理解為，為了完成學校

“109學年順利遷校”的任務，在此期間之建設過程需趕工完成，

不免令人擔憂可能因突發事件致使工程延宕至開學後及其之工

程品質，其次，全校工程並非完全完工，而是在僅號稱使用到

的幾棟保證完成的情況下搬遷，與其在只有部分建築及設施完

工的地方上課，希望能夠直接「延後一學期或一學年」搬遷，

尤其對於即將面臨國考的同學們來說，那一整年的課程品質尤

其重要，不希望有任何本不應出現的變數影響考生準備考試，

望學校各方深思

2213 可以延後開學 但再下一個暑假是幾號到幾號

2229
希望可以全部整頓好再搬過去 施工作業未完整就唐突的搬過去不但影響學生上課的品質  安

全問題也須正視

希望可以所有設施均確認蓋好了 確認安全 也不會有噪音問題時

再搬過去 延後開學會影響到很多學生的權益 例如：跟實驗室 

寒期營隊等等...希望學校可以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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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5 反對

照常開學，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吧。

我希望學校進一步說明水湳校區施工如何影響到開學時間，難

道沒有應變措施嗎，如此武斷就將開學日延後，我認為很奇

怪。

我認為這樣的舉動已經大大影響到我們學生的作息以及權益，

為何學校沒有正確評估施工完成時間，而這樣的缺失卻要學生

來承受，令人無法接受。

如果最後無法照常開學，且沒有從宏明奇先生口中聽到令人信

服的說詞，我相信很多學生會很失望。

2236 沒必要延後
本部的學校還是可以使用的，每年都一樣沒有必要為了水湳而

改變。

2255 我覺得十分不合理 不應該為了搬去水湳很整個學校延後開學 會影響到很多事情 乾脆延後搬去水湳比較好

2265 不要 這樣會拖到後面寒假

2278

不希望延後開學 恐怕影響到實習

為何不先安頓好再請學生搬遷

這樣倉促的搬有比較好嗎

不希望延後開學

2290 不想延後開學，覺得麻煩
希望等到所有設施（軟硬體）都弄好再搬過去，不想太隨便就

搬，然後還要聽著施工的噪音上課。

2294 不同意 維持原訂開學日，若非不得以延期的話也希望能縮至一週

2296

一次延後三個月，不管是跟家人還是朋友，甚至是學校的各個營隊、實習的考試面試等等

準備都會卡到，學校不應該因為自己的建設延遲，而去影響所有學生原訂好的行程跟一切

規劃，我們來到中國醫唸書，是為了自己的未來，並不是繳了錢來這裡配合學校建設拓展

，我爸賺錢很辛苦。

學校能不要擅自決定更改學生的日程，如果不能提出解決所有

考試面試準備問題，還有營隊出隊籌備問題的方法，請放棄這

個決定，或是想辦法讓水湳快點蓋好，或是就別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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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8
延後開學是沒什麼關係，但是離國考真的太近了，我們還要花時間去熟悉水㓓校區的一切

，我不相信不會影響到我們考國考的分數

我希望能等我們考完國考再搬過去，甚至下學期再過去也好，

不然真的會有很多不方便

2311
水湳還沒蓋好，不用那麼快搬過去，會有很多問題，像是住宿跟國考等等，會罔顧學生權

益。希望學校為學生考量。謝謝。
不要那麼快搬過去

2321 延後開學的話對於要準備寒假國考的同學來說很不利！ 覺得可以晚點再搬，等確定水湳那邊都用妥善之後再搬

2325 希望依照正常時間開學 希望依正常時間開學

2327

期末考時間跟我們出去實習時間太近，擔心成績太慢，會卡到實習時間

到時候趕不上實習時間，是不是大家全部都要延畢一年？？？？？

如果無法確保來得及完工，那請延後一年再開放水湳校區，切

勿求快而失了品質跟影響學生權利

2337

在現階段學生租處、飲食來源、交通問題都未得到妥善規劃的情形下，強制學生搬遷校區

，延後開學非常不合理

以及校區建設時間跟建地面積，是不是可以給出一個完整且清晰的規劃圖，包括現行的建

設情況、未來規劃，我認為在這樣的時間下校區的建設安全是有疑慮的。

如上題所述基本生活機能問題希望能解決

建設安全是不是有達標呢？

2340
不希望延後開學，明年三年級的學生將升四年級，延後開學是否也意味著延後畢業，且著

期間還有實習等瑣碎的事。
明年若不能如期建成校區，就再延後一年在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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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4 教育部既然規定上學日為固定天數,那麼如何調整回正常課程日程,是否後年暑假亦需延後? 延後至少一學期搬遷

2345 會影響實習 除非學校有配套措施 學校需與院方協調 實習時間

2349
台中本部高年級應該要正常開學

如果工程又延宕 那要什麼時候開學？
希望學校可以考量到國考生要國考

2375

對於延後開學我個人不能接受，學校在這個時間公佈要延後開學，很多必須要提前一年安

排好的像是出國還有一些考試，現在因為延後開學導致寒假延後，這些事情已經安排妥當

不能隨意更動，已經影響到學生的權益

既然學校是因為搬遷工程來不及在開學前完成，那代表水湳校

區根本就還未完善準備妥當卻要急著讓學生搬遷過去，我認為

讓學生搬遷校區應在準備妥當之後再進行，且由於要搬遷過去

的學生人數有上千人之多，而水湳處在地方偏僻，要一次讓上

千人找到住宿的地方實在有困難還有很多適應的問題，還有很

多科系的老師可能也因此要兩地跑，因此我認為應該讓新學期

開始的新生以及準備從北港回來的大二學生先到新校區，讓舊

生待在原校區，避免一次大量學生湧入而有找不到住宿之處及

適應不良的情況，也不會讓老師們需要時常兩地跑的情況

2383

非常不好，延後一週就還好，延後三週會將學生與教授的時間規劃完全打亂。學校不能在

時間內準時的準備好校園，居然要學生與教授來承擔，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前200

大的大學。

盡快加緊趕工水湳校區，如果無法在期限內完成，請在原校區

或北港校區先暫時規劃臨時上課安排，還是請學生在水湳校區

租屋，準備通勤公車，這樣只需要2-3星期的暫時通勤就可以完

美改善延後開學這種惡劣無恥轉移錯誤給學生教授的噁心規

劃。

2386

反對延後開學，因為會導致許多活動被迫調整時段，而延後開學會導致中國醫和其他學校

的寒暑假時間不一致，有些辦給高中生的營隊活動可能就要有很多調整，會導致大家的不

便。

希望正常開學，新生搬到水湳上課的時間延後。

2389 荒謬的決定 完全官商勾結、黑箱作業 沒有聆聽學生們的心聲  真是令人不齒
沒有甚麼期不期待或甚麼的  我先好言相勸 直接廢除此決定 否

則學校恐怕會吃上蘋果日報

2416 會跟其他大學的時間無法搭配 可以正常時間開學，水湳大樓完工後再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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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
為了區區一個建設工程，罔顧所有學生的上課權益，非常不適當！太過份了！何況我們有

繳學費，就應該保障學生的權益！

應該正常開學！！！

對於水湳的建設，校方應該想出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而不是

讓北港台中的學生一起同歸於盡！延後開學造成的影響，不只

是一整學年的教學計畫必須大調整，也嚴重耽誤學生的學習權

利，可能影響畢業或是更多未來規劃！

2421 不要延後開學 本來就該事先規劃好 而不是到最後才這樣影響到學生的權益

2430 不想延後 不要延後 延一年搬

2437
我覺得真的不用這麼急著搬，既然還沒蓋好的話再延一學期不行嗎，何況急著搬去水湳，

我們交通跟飲食會變得很不方便，請問學校有考慮到學生的感受嗎？
延後搬遷吧，學校此舉真的不是很妥當

2471
這樣完全造成行政、老師、學生的麻煩，如果只是為了遵守明年一定搬的承諾，真的沒有

必要。
希望可以再好好準備好再讓學生過去

2486

我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很認同，因為影響到的不只是學長姐的國考時間，我們其他年級的

學生也會因為學校的這種規劃產生許多的不便利性，舉個例子是，其他的學校按照相同時

間，但我們延後快要一個月，這樣和別人的寒暑假重疊率就低很多，當我們要去參加活動

時，就會變的相當的不便！

我的建議是，能夠照原時間開學，等到水湳校區完工後再另訂

時間遷校，畢竟趕工程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不如另訂遷校日期

2488 碩士口試時間時間怎麼安排(ಥ_ಥ) 不要延後開學，晚一點在搬過去

2497
要學生在工地旁邊旁邊上課嗎？

還有實習要怎麼辦，萬一影響到準備國考學校要負責嗎?

就不能先在本校上課，難道本校的設備到時候都要搬到水湳所

以沒得用嗎，我才不想把假期先拿到暑假放，然後寒假延後，

這樣寒假跟家人相處的時間減少。

2522
非常不贊成，寒假已有安排會被影響，且與其他學校開學及放假時間相差三週造成困擾，

家庭也難安排行程
希望再延後一年搬遷或另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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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 反對延遲 維持原狀

2540 不同意，太荒謬 按照原本時間開學

2548
平常很少回家  延後開學會讓我幾乎一年見不到家人....

寒假作息和朋友及社會都差很多 不能打工也不能實習

希望能晚一年搬 工程進度不要硬趕 

讓學生能在完整的教學環境下學習

2549 不贊成 因為會影響的寒假的安排 改回來

2555 對於時間安排會有很多變數，而且寒暑假都有國考，還有營隊在時間的安排上都要重排 不要延後開學，跟各大學的時間一樣就好

2564 護理系很多人寒假都要實習喔，這樣延後學校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延後半年一年遷或怎麼樣嗎？本部會爆炸？

2574

不用為了等水湳完工才開學

之前還沒有水湳的時候也是各系都在校本部

等水湳都用好再搬過去也不遲

不差那半學期

而且施工進度如果延後，那是不用開學嗎

等水湳都用好再搬

2579
若延後開學 工程並不能100%保證能完成。

若延後開學的日子 許多已規劃好的事 寸步難行。
工程應該不能影響學生準時開學的權益

2583

希望能夠延後開學，這麼倉促的辦過去 我相信一定是有一些地方還沒有很完善,還不如多花

一些時間規劃完水湳校區像是停車格之類的，聽說數量是完全不夠的這樣學生連上課都是

個問題，其餘的問題相信還不少，請校方三思而後行

希望校方能夠不要拖延到開學的時間以及為了趕學生到水湳而

草率搬遷

2600 不支持延後開學
希望如果真的需要延後開學、可以9月分就開學、不希望寒假被

壓縮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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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5 不支持延後開學

1.延後開學導致寒假縮短，實習會受到影響

2.在水湳校區還未準備好的情況把學生遷過去，罔顧學生權益

3.學生住宿問題(一般租屋都是一年為單位，且學校附近會配合

學期制，若延後開學延後放假會在租屋方面有問題，且建議延

後一年搬遷，先依照以往在台中校本部)

2622
我認為為了學校統一性的開學而延後開學日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但後續的配套措施以及相

關的假期問題應該要好好處理，否則會影響到所有的老師、學生以及相關人士的規劃。

首先延後開學日，勢必會影響到學生的長假問題，而如果要在

之後將上課日程調整回來，勢必會有一次的長假的假期會被縮

減，而這個可能會影響一些重補修的開課，而相關一些的營

隊、社團還有服務隊的活動辦理可能也會受到影響，所以我覺

得應該針對這點有詳細的討論以及如何把影響減到最小。再來

，還有一些學系可能會有國考的問題，而將課程延期，會不會

對考生在準備考試以及上課方面造成困擾，還有老師的上課課

程方面是不是也要進行調整，懇請學生會的學長姐們要多考慮

以上這兩個可能的情況，而也許還有其他的影響層面，也希望

學長姐們能好好討論，不要漏掉任何一個潛在的問題。以上是

我的看法，學長姐們辛苦了。

2628

我覺得這樣不僅會影響各系或各社團在寒假辦活動的流程，還有每個人對自己假期的規劃

，更何況延後開學也不能去哪裡玩因為其他學校的朋友們都已經開學了，那段時間讓人不

知道該何去何從。並且我個人對於學校施工效率很沒信心，總是一拖再拖，影響到校園學

習環境。因此我認為延後開學並不是好的決定。

希望水湳校區可以加緊趕工，一切時辰依照原定進行。

2643 拜託不要，這樣寒假的營隊無法舉辦 直接延後一學期或是一年再搬啊，還沒準備好幹嘛硬要

2648
希望不要延後開學，水湳校區的進度應該要抓好時間，不要影響到學生權益（跟同儕錯開

時間開學和放假）
希望依照原訂時間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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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9 不同意

等水湳校區所有建築及設備和人員都準備好之後再慢慢遷移校

區，而不是這麼急促的搬遷，對全校師生造成很多麻煩，對準

備國考的準考生和要實習的同學更是造成很大的困擾。

2660
寒假的營隊準備時間不足，和高中生的寒假重疊日太少，過年年假又不可能集訓或出隊，

不希望延後開學日

希望延後水湳的開放時間，若是無法在正常開學日完工，建議

先在本區上課或是辦公

2674
非常不妥，整個學期延後會造成學生的困擾，期中期末成績的會延後出來，間接影響到實

習的問題，更何況過去水湳還有其他地方在施工，一定會造成課程上的環境問題

先待在台中本部，等水湳蓋好再過去好不好，繳學費不是拿來

浪費的，請提供你們所能提供最高的品質！我們是來學習不是

來聽噪音

2675 有點太奇怪 建議是如果沒辦法準時開學，那不如晚一年再搬去水湳

2706

不要鬧^_^其實多數人根本沒有想去水湳！延後開學也延後放假 除了國考的人會有困擾其他

人也有，一放寒假就過年，家人朋友們都開學了我們還在放假是？而且如果一學期一定要

上18週的課那是不是明年暑假也晚放？這樣的話是惡性循環吧

延後一學期搬去水湳 或是如期完工

2707
我家寒假要出國欸 都已經排好了 現在公告這個是想怎樣？而且這樣我放寒假的時候家人都

要上班上課了吧==
自己處理好可以嗎 為什麼要延學生的開學日期？

2715 沒有意見

可否先講課程表現公告，事先選課。

不然有的想租房子或安排行程上會有所困難

有雙主修的同學比較可能遇到此問題

2726 使既定考試的日期節奏大亂，尤其是國考！更造成生活諸多不變 希望能再多延一個學期，使水湳園區更加完善後，師生再遷入

2745 極力反對 不要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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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3 非常非常不同意

希望等水湳校區真正蓋好，建築方面也都審查過後再搬。延後

開學對大家來說都有不方便的地方，寒暑假的安排全部打亂，

相信學校很多事情也都是如此吧！我是覺得學校如果什麼問題

都沒有什麼都確定好的話，那時候再搬我們也沒意見，但都還

沒蓋好就讓所有事情都延後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2792 反對延後開學 等水湳校區一切硬體軟體設施皆完善後再搬遷

2799 認為延後開學上課三週太晚了

也許可以將前三週的課程以線上課程來讓學生在家學習 然後等

到暫預定開學時間再去學校上課 這樣可以不耽誤放寒假時間 讓

國考生可以複習該學期的科目

2808 不同意

不希望急於搬遷而影響多數人權益

如果晚一年搬可以不用延後開學，那就晚一年搬

這期間也能慢慢搬遷

2821

三個禮拜看似很短，但影響甚廣，第一，國考，不僅使得期末考延後至與國考差不多的時

間，也直接讓國考考生之衝刺期硬生生縮減三個禮拜，另外，在未完全完工的校園有何上

課品質也十分令人懷疑，大三課程尤其重要，我不希望被影響到；第二，寒假活動，寒假

出隊之服務隊們的彈性時間直接減半，將導致各服務隊出隊時間重疊，影響想多方參加之

同學權益。

延後開學影響的不單純只有上課時間，學校方針固然重要，但請你們看一看我們所受到的

影響與訴求，也許這對學校決策方來說微不足道，認為活動今年錯過明年還可以再來，但

這是我們的大學生活，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必須做的及想做的事，每一年都是不可取代的，

請傾聽我們的想法並納入參考而非敷衍

延後遷校時間，不要堅持一定要在那時搬，延後開學真的很奇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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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6
造成很大的麻煩，人生規劃整個都會隨之改變，不論是暑假或寒假的規劃都要跟著調整，

真的是幹你娘

希望水楠校區能好好整頓個1年，等完全準備好了再移也不遲啊

，不懂為什麼要這麼匆促，匆促成不了大事

2833 如果是醫學院不用搬過去的系也要跟著大家延後開學嗎～ 希望可以不用

2842
不同意！

對學生太不公平了，計劃的活動都因此必須被動更改😕

如果要搬 請等到真的完全準備好以及站在學生的立場考量後搬

遷！

2852 不同意 希望工程加速

2865 可能影響課程 希望能盡量維持原樣

2923 真的是不要now了
沒有必要急著搬遷希望學校再三考慮

也希望學生會幫忙爭取 謝謝🙏

2927 一些原本安排好的行程被搗亂 不要延後開學

2946 同意 目前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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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0

當然不能啊，為什麼你們的工程延誤，受罰的是我們學生？我們在教育部規定下，正常的

時間學習，你們卻說跟教育部談好後，可以按照這方法來執行這一學期的課程時間規劃，

說改就改，大學四年，搬了三個校區？合理嗎？麻煩學校將心比心，找房子很難，搬家累

到的是我們家人，請問學校有想到嘛？家長會如何反彈，請學校想想，通車又遠，就算有

接駁車，距離也是很長的，況且社團幹部若有些在本部有些在水湳，那請問社團要如何運

作，我們的寒訓營期，以及各系國考 證照的時間，還有過年，寒假跟家人團聚的時間不就

變少，上了大學，會想念家人朋友，把我們的時間錯開，造成不方便，真的請好好想想，

沒有必要今年一定要遷過去吧！！！有那麼急嗎？為了什麼？評鑑？

當然是延後一年搬啊！

又或者整個弄好了兩年後再搬

不要過去了 有些大樓或什麼工程有還沒好的

讀書還要聽工程吵雜聲 

要我們怎麼準備國考？對未來學校的觀感和評價一定不好

甚至會跟升大學的朋友們訴說學校的考量是沒諒解學生的 不推

薦來的

明明就趕工不完了

硬要多一個月趕工

成果會好嗎？

不要什麼都還沒好 就要我們學生老師搬搬過去，最後得到一堆

抱怨，甚至上教育部申訴，麻煩的只是學校自己而已

什麼資源都還沒弄好，我們急急忙忙過去了 有什麼意義？有想

過延後開學我們租屋怎麼辦嗎？有沒有想過延後放假，造成多

少家庭的不便嗎？不能毅然決然的這樣定下來吧

我們是講求有系統的學校對吧？？！？

非常唐突

2956 希望不要動到開學時間，很多實驗室在寒暑假的安排有很大的影響 建議乾脆延後半年再換校舍，可以下學期再搬水湳

2980 反對 依照原時段放假/開學

2991 覺得不太妥，很多事情計畫都會被打亂 希望學校能有更好的解決措施，或是乾脆直接延後一年

2994 反對。剛好面臨國考，這樣延誤到準備時間變少。 先在台中本部上課，等完工再搬過去。

3012 不希望發生國考和期末考同時間的狀況。 希望學校能夠讓國考確定在延後三週的寒假舉行

3022 影響見習時間 晚一年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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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
不同意，而且資訊也不夠透明，是只有要搬去水湳的科系延後還是全校延後？能保證100%

完工不會影響學生上課？大三我們要國考了，延後開學對課程和複習安排影響甚大
延後一年或半學期再搬遷

3036

不同意！

我覺得可以延後搬遷到水湳校區，而不是延後開學，導致期中考和表定行程受到牽連。我

不懂為什麼學校堅持「要在水湳校區開學」，我記得大學沒有所謂的開學典禮吧！如果學

校很注重在水湳校區開學這件事，我是覺得可以等到水湳一切安頓好，部分科系也搬到水

湳之後，找一天辦個歡慶水湳校區開學不就好了嗎！

當初學校一直說會在水湳校區開學，那為什麼現在卻說要延後

開學，影響到學生的權益，我認為等到水湳校區一切都整頓好

，再搬過去就好了，校本部這邊可以等到部分科系都搬到水湳

校區之後，再開始進行整修的動作。

3043 太晚開學了 正常開學時間開學，正常放假時間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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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

對於延後開學，學校應重視學生的上課權益，若按照學校行程，不僅在上課日程受到影響

，那些原本在校被廣為稱讚的服務隊們在寒假的行程也可能因為放假日延後而受到阻礙，

並且最重要的是其將會影響整個藥學系200多人的國考日程，其結果甚至可能影響錄取率，

間接影響之後高中生對於學校的選擇，相信學校也不樂見這樣的結果。

  另外在設施方面，現在因為建設進度落後而延後開學，並且無法保證在開學之後所有設施

為完工狀態，我認為這將產生相對應的風險，儘管教學設施齊全，但若其他設施仍處於施

工中，學生仍曝露於工地意外的危險之中。

  交通上面我認為30分鐘一班的接駁車可能不夠那些因水湳校區房價太貴且沒有宿舍只能繼

續住在台中校區的學生用，在每堂下課跑堂的時候必定會有人搭不上車的情況發生，造成

交通紊亂，還望學校能兼顧學生們的權益，整理出一個雙贏的局面。

希望能延後整整一學期或一學年，到那時不僅工程進度完善，

且學生時程權益不會被耽誤，能安心上課，交通方面可增設接

駁車班數。

3068
對於沒有完善規劃就行事的學校真的很失望 說是什麼世界幾百大 那請各位領高薪的官員們

動動腦 想想如何將問題減少才是根本之道

好好地規劃 先將校區蓋好安全檢測也通過之後再來談遷校的問

題 如果因為時間因素偷工減料或是疏忽了 那學生如果出事請問

各位長官們會負責嗎？我認為規劃好之後再跟學生會討論再行

事才是最好的辦法

3084 不希望延後
希望可以先在原本校區上課，等水湳校區完工之後在改過去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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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6
延後開學影響多數學生的假期安排 不論是跟其他學校的活動 或是一般高中國中小的活動 對

於這類的日期安排都有窒礙難行的可能性

希望校方是在新校區設施都完善 且工程沒有因為要求工程加班

或者趕工 影響了校園安全的品質的保證下 再讓學生遷入新校區 

或者 可以利用上下學期之間再去進行遷移

3097

覺得十分不便，畢竟這會使得寒暑假要實習的人不方便，也間接影響到有自己假期規劃的

人

而且也不能保證延後開學 學校就會如期完工 說不定會一直延下去也不好說

希望在水㓓校區完全蓋好之後，再讓學生遷至該校區，蓋好之

前能維持原狀在台中本部上課

不要延後開學 希望能跟其他大學一樣正常的日程

3100

若無法確定完全完工的話，學生們可能要在工地旁上課，且一個新校區的開始使用應有各

種繁瑣的事項需注意，如設備的遷移、師資課程等等，即使學校都準備好了，也該多告知

學生們一些資訊、進度，而非讓學生們茫然地搬過去，望學校再三考慮。

希望學校方可以頻繁、仔細、透明的公開目前水湳新校區的進

度，讓師生們都能清楚了解未來自己要搬去的是什麼樣的地

方、各項設備是否已齊全、通識課程又該如何解決、附近租屋

的資訊並不發達，這些都是現在學生們的疑慮，也希望學校能

站在學生們的立場為我們考慮。

3106 不要，等全部處理安置好再搬過去 不要，等全部處理安置好再搬過去

3113 不要延後開學，會影響到實習 再等一年再搬過去

3114 不同意 等工程都處理好再搬，大概還要再2-3年吧

3115 覺得不要延後開學以為會造成困擾 再晚一年搬，不然就正常開學

3125
認為不應該延後開學，不僅罔顧原先出隊日期在寒假的服務隊權益，在未完工的校區學習

也可能影響國考生的學習效率與國考通過率。
建議晚一年搬遷。

3196

反對延後開學 

會干擾已排定的計畫

會影響國考時間跟實習時間

也不能保證施工完成

不要延後開學

是否能等施工完成再搬去新校區

3206 不希望延後開學 等設施完善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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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不太同意 希望可以考慮周全再決定是否延後開學

3214
不希望延後開學，因為延後開學勢必代表要延後放寒假，這樣一來寒假可能就只剩下年假

一週。對於我們準備2月底大醫杯的練習會有影響
如果水湳校區來不及蓋好，那乾脆再延後一個學期移動校園。

3224

超級反對！

會導致很多活動無法配合

而且這麼快搬遷 所有施工都完成了嗎

每個系應該有的設備都準備好了嗎

延遲半年或一年搬遷水湳

3227
我覺得不應該延後開學

這樣對大三要過考的學生來說不是就會拖到進度 少了三個禮拜的時間準備真的差很多

希望學校可以在校舍都完全好之後再將各個系所搬牽過去  不然

我覺得都花了那麼多學雜費了還要在工地旁讀書上課真的很沒

有道理

3231 我不支持 這樣很多事情會重疊到 484可以分開開學 我希望在本部的如常開學亦或是延後遷徙

3233 可以

多出來的課程平均加進每一堂

或者週末補課

或者學生自己讀（老師要把講義放moodle

3237 造成非常的不便
希望能夠趕快完成工程，而不是延遲開學，學生的權益大大的

被影響到

3247 不希望因此與其他學校不同調 希望能加快搬遷速度以達到正常開學時間

3256 不同意 延後一年搬遷水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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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5

完全不贊成。一群出社會的人遇到問題沒辦法解決只好犧牲學生權益 我入學的時候可是沒

被通知有這麼可笑的事情。校方引以為傲的新校區根本就是一個笑話。校方自己沒辦法如

期完工就要動到學生的時間。不要跟我説什麼位置不夠怎樣的請問有沒有想過學生的生活

圈不只中國醫藥大學的同學。往後延三個禮拜？？  請問如果家庭有事情要安排呢？  其他

朋友有約呢？  還有若有學生要在學重考呢？（我的宿舍就3個要在學重考了。而這並不是

個案） 就因為你們某個環節出錯就要學生承擔責任。請問我為什麼要對這種鳥事付責。有

時間叫學生填表單開會不如去查到底是哪裡出問題  是時間評估沒做好 還是建築商延誤？並

且要求他們付責。不是來動學生的時間。

如期開學 一切照舊。如果學校真的要一意孤行 那我們也會想辦

法採取行動 

  不會束手被你們這樣亂安排

3276
不想延後

他媽的浪費我時間我還要實習幹
等籃球場蓋好再來說呵呵

3288 似乎拓建了醫院卻罔顧了學生權益？先不論有無侵占校地，延後開學實在扯 希望暑轉順利

3309 不建議延後開學，希望按正常時間

建議學校延後搬移到水湳校區的進度，可待後年寒假或暑假，

因若明年就要搬移第一時間稍顯倉促，可以等規劃更完善再實

施，再來延後開學會導致在台中和北港校區的學生明年寒暑假

的計畫被打亂，可能想參加什麼活動但因為中國醫還在學期中

而不能參加。

3330 不希望延後開學影響到之後考試的時間 最好是可以留在本部 等水湳完整可以使用後 再搬過去

Page 67



復原_工作表1

3341
1.希望不要延後開學

2.若110年上學期已延後開學，下學期開學就不要再延後
可以晚一年搬過去或趕工，不要影響學生既訂日程

3345

延後開學影響的應該不只一個學期(109學年第一學期)，連帶地還有109學年的第二學期也

會延後開學，更導致109學年的暑假會延後放假，那是不是連暑假實習也有可能會有所影

響？

希望能再延後一個學期(109學年第二學期)或是延後一年(110學

年)再搬遷至水湳

3347 不喜歡延後開學 不是很想

3348

一、請問水湳校區預計建築使用執照取得時間為何時？若未如期取得，開學時間是否會再

延後或強行搬遷或有其他配套(是否仍在校本部開學)?

二、修訂開學時間延至：109年10月5日，寒假為：110年2月6日～110年3月1日，嚴重影響

寒假原訂安排學習計畫(尤其即將面臨國考的學生)。

三、新校區設施設備(軟硬體)是否於109年10月5日前，皆已到位，如沒有備妥，是否影響

老師教學及同學受教權?

四、109年10月5日三棟主建物屆時雖可使用，其他校舍建築及相關造景續建工程，施工環

境及場域勢必影響學生上課。

五、水湳校區目前周遭未開發，尚屬偏靜，無公共交通運輸，請問學校有何規劃？

一、學校應提出水湳校區無法於109年10月5日使用(使照延後發

放等原因)，因應措施為何？最晚何時能確認？

           (註：甚麼事都有可能會發生，不要說不會發生，應該要

未雨綢繆!)

二、新校區設施設備(軟硬體)應有驗收專責單位，應包含學生代

表，以確認師生受教權。

三、最好是全部校舍建築及相關造景續建工程完成，再搬遷。

因為邊施工，學生是無法安心上課，課程內容的吸收度也有限

，對於即將面臨國考的學生，權益受損無人能承擔，屆時國考

通過率必定降低，且有工安問題，學校要負責嗎?

四、水湳校區已申請公車路線規劃為何？109年6月確認，影響

學生租屋規劃 (該區域租屋與逢大重疊，過晚公布會導致本校學

生無處可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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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1

為什麼不等完全完工再搬去水湳？

可以保證所有設備的完整，不缺漏嗎？

確定延後開學所造成的後果的可以承擔嗎?(醫院實習、獎學金申請、學生租房問題...)

不要這麼急著搬去水湳，等確定落成完工再去。

3367 反對延遲 保持原來開學日子

3388 不贊同 延遲開學會影響到實習問題以及國考時間，國考並不會因為這樣而延期 不用這麼趕著搬遷 請考慮國考生和需要實習的學生

3410

我覺得就算要讓大樓工程與搬遷進度完整，也沒必要延後開學(延後那三週就會比較完整嗎)

，這樣跟其他學校的日程包括段考、放寒假等等都不一樣，而且延後開學還要連累台中北

港校區，影響到學生的權益，有需要這麼急著搬嗎

可以延後一個學期或一年再搬遷，或是等大樓工程進度完整再

搬遷

3417
希望學校不要這麼做，對一些寒暑假的活動（服務隊或是出國交換計劃）甚至是國考都影

響很大

希望能照常開學就照常開學，不然盡量再提早一點，晚三個禮

拜太誇張了

3429
延後開學就得延後放寒假，延後放假就不能趁寒假跟朋友敘舊，當我們學校在上課時，別

人放寒假;當我們放寒假時，別人在上課，能和朋友約的機會就減少了!
無

3431 可以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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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9

延後開學就代表所有行程都得延後，學校單方面延後不能保證那些見習、活動也會跟著延

後，萬一實習或見習的單位沒辦法配合時間，影響的是學生的利益，學校不應該把自身利

益放在學生利益之上！！！

希望學校可以等全部都弄好了再搬過去，現在這麼急著搬過去

誰能保證水湳校區已經完全施工完成，之後不會再二次整修，

讓學生在一個良好的環境學習才是最重要的吧？而且有些系要

搬去水湳有些不用，這樣對某些學生要來回跑其實很不方便，

雖然學校說會開交通車，但要是交通車也不能保證一定會準

時。總而言之學校真的不要只顧著自己的利益，多想想學生好

嗎？

3463

非常無法接受，就如學生會懶人包說的那些問題就已經非常讓人困擾，況且怎麼能確定延

後開學了那幾週工程就一定趕得完呢？如果為了儘快開學工程求快草草結束那就更不應該

了不是嗎？我們都是繳了學費的學生，不應該連這種基本的權力都被剝奪吧？還有那些在

外面租房子的學生怎麼辦？給一個這麼模糊又不確定的時間點真的大大造成別人的困擾。

希望能夠做好水湳的工程，要搬就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再搬，也

不要想要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搬，外面房子租約通常都是以一年

為單位，請好好思考，不要造成學生的困擾。

3472
水湳都還是工地就要我們搬過去是在哈囉？？先蓋好再說吧，不要急著想賺我們學費好

嗎？
吃相難看囉

3475

完全不建議延後開學

為什麼不要等校區完全興建好再一起搬遷過去

真的不相信邊上課旁邊在施工的教學環境會有多好

如果真的直接先搬過去造成學生甚至家長的反彈又會有什麼應變措施嗎？

希望校方再深思熟慮吧

不然久給個讓人能接受的理由來解釋為何急於搬遷

3505 不妥，大家寒假有自己的時程規劃，而且下學期延遲到3/2開學還會影響拖到暑假
工期還有這麼長一段的時間，有這麼早就確定工期會延宕嗎？

而且工期延宕怎麼可以因而去改學生的寒暑假時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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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4

如果水湳校區還沒蓋好，應該就不需要那麼急著搬過去，還要全校配合延後開學，寒假的

時間也縮短了，這樣會造成原本想在寒假安排其他事的同學的困擾，寒假的服務隊在出隊

時間上的安排也會有困難，另外，這樣也會讓要考寒假國考的學生期末考跟國考太接近了

，要這些人如何有額外的時間可以準備？希望學校可以站在學生的立場想一下，不要只是

為了學校的利益，延後開學這件事也是學校單方面決定，好像也沒讓全校學生有機會去了

解整件事的全部，還是要透過學生會才知道的。

可以延後一年再搬到水湳，或是所有新生都在水湳上課就好，

很多人都已經在本部租了房子，這樣還要學生花時間另外找新

住處還有搬家，很麻煩。如果有關乎到學生利益或權益的問題

，希望學校不是擅自決定才告知學生。

3529

因為大四牙醫系學生2/7-2/9有國考,認為國考前仍要準備期末考的安排非常不妥當,另外考選

部要求國考時須出示成績證明,如果鄰近國考時才考期中考,擔心牙公衛成績來不及公布,影響

成績證明的出示,影響到國考生的考試權益

希望學校幫忙與老師們協調,讓大四上學生的期末考日期提前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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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4

延後開學將造成諸多不便，原本每年寒假排定的行程因為延後開學的關係也會延後放假時

間，學校要蓋新校區我沒意見，但我疑惑的點是為何不等所有的工程都施工完畢了再搬？

這樣不就等於要一邊上課一邊施工，這樣生活品質會好？宿舍確定都會蓋好嗎？到租屋網

看房子水湳區的出租房離學校有一大段距離，再說水湳校區附近沒幾間房子，地處偏遠又

荒涼，叫大二以上的學生是要直接睡在馬路上嗎？罔顧學生權益，這樣對嗎？

希望等到工程告一段落再搬到水湳，校方最好撤除什麼延後開

學的方案，憑什麼主導權是在學校手上？我們這些學生的權益

又憑什麼被侵犯？別鬧了。

3535 對我來說不錯！這樣暑假比較長，海外見習可以安排長一點的時間。

寒假卡到國考，如果國考日期安排在期末考前，會不會造成全

校的國考生均不符合國考資格(因為學期尚未結束，成績單也還

未發下)，這部分可能要替國考的大家好好安排一下！

3551

關於改變學校改變應該要更清楚的解釋改變開學時間對於學生老師後續一年的影響，不只

是學期的時間這個問題而已，還有該修的學分和週數要怎麼因應，還有下學期延後開始的

話後年的暑假是不是會受到影響？以及在本來正常假期時段舉辦的營隊又該如何應對？而

且因為這樣明年底到後年我們的時段都會跟其他大學有點錯開，這樣是不是會影響到一些

跨校活動的進行？

希望11/8的說明可以有明確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方，我想這些問

題是大家比較在意的部分。

3558 延後開學無視了學生的權益，造成我們時間大混亂，已經排好的行程也亂掉了。 延後一年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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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6

延後幾天或一周開學還可以接受，但是三個禮拜幾乎是一個月的時間，很多安排在寒假的

事情就被迫取消，期中期末的時程和其他學校不同也很麻煩。就算晚三個禮拜開學，也是

有一些地方的工程尚未完成，施工難道不會影響教學區嗎？

希望學校說明為何要訂在109學年遷校。如果不能準時開學，希

望學校可以延後遷校的時間，延到109下學期再遷校也可以，希

望學校給學生一個完整安靜的環境上課。

3577
如何確定延後開學工程就能完工，中間如遇天災延後呢？學校是為了怕沒辦法改建互助大

樓和宿舍成醫院賺錢，才那麼急著把我們趕到水湳吧？
不能等到再下一個學期再搬嗎？

3580

非常不同意，很多活動都是照著正常開學、寒暑假在安排日程，這樣對我們的影響非常

大！而且之後如果要恢復正常時間，因為授課時間不能變動，勢必會從假期時間著手，無

法接受！

如果水湳真的還無法讓學生正常上課，可以考慮延後搬遷？

3591
不希望因為學校單純為了自己的方便，而任意改變原本的時間表，造成全校同學們的不

便！基本尊重學校高層不懂嗎！
維持原本的開學時間、寒假時間

3594 延後開學對服務隊出隊&實習皆有影響，且放假時間和其他大學對不上，差異太大 希望可以正常時間開學（可以接受不搬校區）

3596
不要 這樣像是服務隊 實習單位都沒有辦法正常進行 而且還沒蓋好去了我們一邊上課旁邊一

邊施工很吵會影響學習
延後去水湳的時間 在本部多待半學期也可以

3597
如果暑假沒辦法實習 寒假又因為學校改開學時間可能也沒辦法實習 這樣甚至要延畢進而晚

一年國考 可能也會擋到考研究所整個計劃都被打亂了！

希望學校照日程走不要更動大家的時間軸

真的要延開學也一定要上新聞提早告訴大一 不要讓他們確認入

學之後才被強迫失去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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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1 不同意延後開學
109上學期依舊在台中本部上課，等下學期或者110學年度上學

期再搬過去

3603

會影響到學生很多事務

如果真的沒辦法蓋好

就不用為了這件事堅持要延後開學

而是應該蓋好確定好一切的東西

再把學校搬遷過去

同上

3604

即使延後也不保證建商會馬上用好

如果為了趕時間偷工減料

危害到我們的安全呢？

延後開學 我們之後的時間也會壓縮到

繼續留在原校區 水湳先蓋好的讓部分人先去

畢竟也有大部分東西都搬過去了

3607
所有排好事情的時間大亂 

造成個人及家庭的困擾

校舍還沒弄好 就不要遷校 

到了新校區什麼都還沒準備好 又要學生兩邊跑 

太麻煩了吧

3616 不同意因為會影響我本來的計畫 延後過去水湳的時間

3621 延後了就一定蓋的好嗎，而且營隊的計畫都會被打亂
延後半學期或一年，至少要全部都完工，不要讓學生在工地旁

上課

3629

延後一年

因為房租期限都一年

又沒有摩托車

若要搬校區

就要搬到附近

請考慮到學生的交通問題

而且金錢方面也有可能會有困難

所以如果要延後

就延後一年

房子的部分才比較好交代

3633 不要no拒絕 本部就好了啦

3638 完全無法接受 照正常時間開學

3642 不樂見 希望能依照原定時間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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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6

當初就承諾我們明年九月開學一定會搬遷到水湳，但現在卻跟我們說工程延期要延後開學

，原本早已安排好的活動甚至考試、實習都會受到影響，況且受影響的不只師生，還有其

他相關組織，請問學校要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希望如期開學，待工程完成後再搬遷至水湳，或是等110年的

寒假再搬遷，讓需要搬遷至水湳的科系在原地上課，或是設立

臨時教室。

3672

我覺得不應該這麼做，一來這樣很明顯的會影響到學生在寒假期間的活動安排，二來萬一

因為有意外事件而延宕，難道要繼續拖延開學日期嗎？還是要學生急就章的使用未完工的

校舍？在一個急迫性相對低的工程中，我覺得這樣安排是失當的

水楠校舍的進度我覺得不應操之過急，比起盡快完工，我覺得

等一切都安頓好了再移動過去才是校方跟學生之福

3676
最好不要延後開學 如果真的必須得延後開學 期末考週不該延後 而期末考之後的課程參與 

不列入學期成績 或者是只能當成加分

很多人會有家庭的旅遊計畫 過年團聚活動 所以延後放假對很多

人而言不適合 然而我比較建議學校可以彈性運用這段時間 比如

說老師可以把前面沒教完的進度完成 或是幫助大家複習國考之

類的

3678 不喜歡，影響到的不是只有中國醫的師生，還有我們的家人跟所有的活動。 前三個禮拜在本部上課不知道可不可行

3679

影響的不只是學生，有沒有想過學生親朋好友的感受，寒暑假是回鄉與親朋好友相聚的重

要時光，一調動所有人都受影響，是怎樣?罔顧學生權益

學校現在是只顧醫院不顧學校了??我以為我們是學校附設醫院，原來實際上是醫院附設學

校阿

要移校區沒有問題啊，期望乾脆延一年，等新校區一切都安頓

好再搬過去

匆促移校區，都還沒整理好，是之後要在工地上課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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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5

無論是以學生或老師的角度來想都覺得很不方便，課程編排困難之外，且像這樣的話像校

內寒假的衛服就沒辦法舉行了，更何況有一些校外的營隊更是得直接放棄不能參加，而且

也不太可能說特別請假去參加營隊，這樣不就本末倒置了嗎

其實不太懂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在109年一定要在水湳開學，到底

為什麼不要至少教學區的教室部分全部完工之後再搬過去，也

不急啊，為什麼要讓學生在根本還沒完工的工地地方強迫上課

，到底為什麼啊

3698 延遲開學對有國考的人實在很不公平 建議學校先維持現況，遷校的事情可以延期

3705

延後開學將嚴重影響寒暑假以及學期間的活動安排 時間跟他校不同也會影響學生之間的交

流活動 且目前課程上配套措施也尚未擬定 學生方面也不知道未來通識課該何去何從 何不等

再隔一年 水湳建設完善 且教學方案出爐確定後再搬去新校區？

1.請提出通識課的上課方式(時段分配 上課地點 對開課門數的

影響)

2.延至後年再搬至水湳

3713
請問水南校區搬過去的時侯設備都弄好了嗎？學弟妹能好好上課嗎？

還有開學這麼晚，我實習時間延後，那我寒假怎麼跟朋友們出國玩？
希望能和以往一樣正常時間開學跟放假。

3721
去你媽的垃圾學校！我繳那麼多錢結果你延後一個月開學是什麼意思？我們的實習進度要

怎麼辦你們這些人有想過嗎？還是只要口袋撈飽飽就好了？
不要叫中國醫藥大學好了，乾脆改名叫中國撈錢大學比較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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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7

如果水湳校區工程無法在109學年度原預定開學日之前全部完工，希望學校能以學生權益以

及工程安全為優先考量，延後一至二個學期搬遷，不要倉促行事，須有整體完整規劃，而

不是延後開學。

1.確定搬遷之時，水湳校區的整體建築建設須全部完成，避免

在學生上課及自修時因為施工的噪音或是其他工程因素影響學

生授課及學習之權益。尤其藥學院全部搬遷，必須顧及藥學系

學生有國考及學校課業壓力。

2.確定搬遷之時，水湳校區需已經完成檢視醫學、藥學、牙

醫、中醫系各學院課程教育所需之設施、實驗室等軟、硬體設

施是否完善。

3.如果水湳校區工程無法在109學年度原預定開學日之前全部完

工，希望學校能以學生權益以及工程安全為優先考量，延後一

至二個學期搬遷，不要倉促搬遷，須有整體完整規劃。

3731

太荒謬了吧，怎麼會為了要搬學校而跟大家不同時間開學呢，而且還晚快一個月，為什麼

不直接晚幾年也沒差啊，硬要搬，結果搬過去什麼都還沒好，這樣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品

質！！！請學校認真考慮～

等水湳的設備跟本部一樣完善再來談搬遷吧，資訊那麼不明確

，什麼都還沒確定，就一直說要搬⋯

3734 我認為延後三個禮拜太長了，很可能會影響到我本來的規劃。

可以接受延後1個禮拜開學。

我認為學校可以延後一學期開學，把水湳校區全部整理好，再

請我們搬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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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8

一、 依目前期程，109(2)若3/1開學，則該學期之上課最後一日應為7月第二週，將與中醫

師國考第一階段極為接近，對於現在中醫學系二年級的同學而言，將疲於面對學校課程與

國考，專心面對國考的時間將少兩週，甚至可能強碰。

二、 既然學校現況可容納目前學校所有學生，明年度學校也無增加招生計畫，何必急於在

109年搬遷，將這些不便由師生承擔？學校工程延誤本應由學校決策高層自行負責，不應再

造成學生與老師的不便，打破既有的期程安排。如此作法只是為搬遷而搬遷，往臉上貼金

而已，對學校的主人之一－－老師與學生根本沒有好處。

三、 學校如何證明與承諾水湳校區的工程必然會照現在期程完工？如果工程再延誤，難道

開學日要再往後延嗎？若延至109(2)或110(1)搬遷，對於不論校方或師生不是更有時間充分

準備嗎？

一、 堅決反對改變開學日，水湳校區工程問題應由學校決策單

位負責，而非造成全校師生困擾。

二、 不論是否延後開學與否，學校應將搬遷過渡期之應變計劃

提前公告，而非時到日到才匆促宣布。

3772

我認為工程無法如期完工卻選擇延後開學罔顧學生權益，為什麼不是延後搬遷，而是要犧

牲學生正常應該在校上課的時間呢？而且就算延後開學也是有很多地方繼續在進行工程，

我們都繳學費了卻要剝奪我們能有個完整的學習環境的權利，蓋醫院確實可以賺錢但也不

能剝奪學生應有的基本權待遇

先在本部正常上課，等工程告一段落或是下一學期再搬過去水

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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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8

請學校不要為了利益罔顧學生的權益，延後開學也不一定能讓工程完成，且如此趕進度的

工程到底能不能做好安全措施？不是學校旁邊有醫院就可以隨便。

另外寒假有一批學生要考試，延後開學可能會讓上課時間撞到國考，這是要拉低學生的國

考率嗎？

希望學校不要再把學生當成金錢來源的白老鼠了。

延宕搬遷水湳的時間，至少要等到整體確定沒問題後再進行搬

遷。

況且很多系的實驗室搬遷問題重重，請學校把實驗室的安全問

題先顧好，沒人會希望學生在一個沒有獨立空調的地方炒炭。

3781
不確定因素太大，會造成很大的困饒，包括租屋，交通

如果延後開學了但設施都還不完善，那也只是造成更多的不方便

開學時間不要延後

可以在下個學期在搬

不要這麼趕。

3783 反對延後開學！！！

暫時不搬校區，正常開學！

學校對於將藥學系搬至水湳校區計畫過於草率，思慮不周！水

湳校區工期延後造成的影響不該由學生承擔，請學校自行解

決！

3787

我覺得不太好，也不想延後，畢竟蓋不完就是蓋不完，多三個禮拜就算倉促蓋好了感覺設

備之類的問題還是很多，而且延後開學壓縮到了寒假的時間，不是每個人都對寒假沒有計

畫，有人要實習，也有住在國外的同學要回家，希望學校可以好好看到學生的想法再做出

選擇。

希望就是不要延後開學，照正常就好。水湳什麼時候蓋好，就

等蓋好之後再搬過去。2020年9月如果不行，就等到寒假再搬

過去就好了，這樣感覺時間上也比較充裕。

3792

若能依照原定的行事曆

倘若無法趕在開學前完工

或許延後半學期再進行搬遷

依照大多數人的意見

3798 不希望延後 照常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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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 非常不樂見

延後開學導致各系所的業務與活動安排皆受影響，對於交換學

生或見實習也會被影響。況且因搬遷進度而來不及正常開學一

事，對校譽會造成負面影響，且容易令人聯想至水湳校區之工

程進度是否落後與安全性是否有確實驗收。

提議應至少提供搬遷作業多一年時間，一方面不致影響開學時

間，一方面使工程進度留有餘裕能確實而安全。

3807
為何一定急著搬過呢...

不管學生老師上課、住宿、交通、研究生做實驗都受到影響，非常非常麻煩
一個大階段完工之後再搬遷過去......

3810 不該延後這麼多，蓋不完就再等一年
真的要明年啟用的話就先趕工，不然不應該這樣大規模的調動

學期時間

3814 延後一年比較恰當，以免各種工程趕工導致疏漏來不及修正

延後一年較為寬裕，一定要在水湳辦理盛大的開學典禮嗎？出

一件工安事件就直接洗掉盛大開學的公關效果了，同時延期數

週趕工開學也可能讓新生對學校有關施工安全可靠性起疑，如

果發聲明稿表示為了細膩施工以及安全所以延期開學或許能操

作公關給中國醫帶來重視學生權益的新氣象。

3818 不喜歡😕😕😕 可以在臺中待一下下再去水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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