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建議事項 建議班級 參考答覆 答覆處室

1 上下課的高峰期(如:早上7:40~8:10、
下午5:00~5:30)校內前門停車場出入口

常發生車輛與行人爭道，是否可以派

人指揮交通或增設人行步道，讓走路

的同學可以安全的走出校門！

時尚二甲

幼保一乙

企管三乙

將與校安中心研議並請宣導行車禮

儀！

2 學校後門出來是否可以加設斑馬線，

讓行人過馬路時可以更安全些！

資管一乙 該路屬公部門，將協同相關單位報請

公部門勘查處理。
3 學校後門機車違停的問題仍沒改善，

造成行車危險！

機械三乙 請同學多多利用正門立體停車場。側

門正修路上之停車格仍屬政府權責單

位所規劃及管轄。非本校權責；將再

研議規劃最佳方式。
4 學校前門機車停車場地下三樓，希望

可以開放給一般民眾停放機車！

電子四丙 研議！

5 學校停車場常有人逆向駕駛及超速，

可否派人加強監督、控管！

機械三乙 將與校安中心研議並請宣導行車禮

儀！
6 人文大樓停車位，建議讓大四學生優

先選擇！

資管四乙 101學年度第2學期起機車車位皆依抽

簽方式作業並公告在總務處網頁，請

同學前往查詢謝謝！
7 請學校能多增設停車位，讓學生比較

好停車！

企管四甲

建築二乙

目前車位停放數已為最大值！

8 學校停車場很髒亂！ 建築二乙 已加強清潔工作，但仍請同學共同維

護環境清潔及衛生禮儀。
9 停車場很陰暗，是否可以增設照明設

備？

生彩三甲 請同學提供正確處所，以利增設照明

設備！
10 人文大樓停車場地板凹凸不平，不小

心時會跌倒！

電機二甲 將派員前往查勘並請同學小心行駛！

11 希望學生餐廳可以多開設幾間素食店

家？

電機一丙 轉廠商研議！

12 學生餐廳裡面桌椅有部分損壞，請派

人維修！

電機二甲 將請廠商改善並注意相關設施的安全

管理；同學亦可多加利用總務處網頁

中【公物修繕報修系統】進行報修，

已利修復時程縮短。
13 學生餐廳的衛生需加強改善！ 應外二甲 將要求廠商改善及加強衛生禮儀管

理。
14 學生餐廳福利社賣的東西很貴！ 建築二乙 轉廠商研議！

15 圖科大樓後面的步道，有些木頭踩起

來不穩、不安全！

電機二甲 將派員前往查堪！

16 晚上校內照明不足，請多增設照明燈

或路燈！有些晚歸的同學會行經學校

回宿舍，路上陰暗很容易發生危險！

電機四丙

時尚二甲

謝謝同學建議！請提供正確路段，行

經暗處還請同學結伴同行以維護自身

安全。

正修科技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五週班會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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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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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校內陰暗角落是否可以設立監視器？

生彩三甲 請提供正確處所！

18 希望學校可以改善教室的影音設備！ 幼保一甲 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視聽設備

報修系統】進行報修，以利設備維修

時效。
19 請規劃學校各建築物的逃生避難指示

路標，及飲用水的水質安全維護！

建築二甲 謝謝同學建議！請提出建築物逃生避

難指示路標正確處所！至於水質本校

飲水機除招商定期清潔及維護外，另

經本校超微量中心檢測，符合飲用水

衛生標準，敬請安心飲用。

20 後山排球場，附近施工有點危險！ 生彩二甲 為使同學有完善的教學環境及學習空

間，目前進行校舍之新建，施工中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
21 圖科大樓六樓15-0610教室的投影機畫

面很模糊，滑鼠也壞掉了，麻煩盡快

派人維修！

建築四乙 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視聽設備

報修系統】進行報修，以利設備維修

時效。
22 有些同學在走廊、樓梯、教室及停車

場亂丟垃圾！

應外三乙 1.每班(日)將有排定值日生在下課後，

實施教室打掃乾淨，並留給下一個班

使用，形成良性的循環，教室整潔問

題即能解決。

2.樓梯部分會轉知總務處承辦人，請

協助處裡及實施勞作教育的學生。

3.停車場部分會轉知總務處承辦人，

請於協助處理。

23 南校區教學大樓的教室非常髒亂，雖

然有勞動教育的同學整理，但隔天又

非常髒亂，希望能保持乾淨，讓下一

節使用教室的同學有更好的環境！

土木一乙

電子四丙

24 每一天的每一間教室使用學生都不同

，上完課時是否能請該堂課的同學自

行將垃圾清理乾淨或帶走，才不會帶

給下堂課學生上課的困擾！

幼保二甲

25 請系館能增設電梯！ 機械三甲 本系系館已完成電梯裝設，待完成消

防驗收程序後即可提供同學們使用。 機械系

26 管理大樓五樓18-0502教室麥克風，已

報修許久但都未維修！

企管三丙 已修復，並貼指示說明主開關位置。
企管系

生  活

輔導組1.每班(日)將有排定值日生在下課後，

實施教室打掃乾淨，並留給下一個班

使用，形成良性的循環，教室整潔問

題即能解決。

2.請班上同學上課前，如發現教室髒

亂，請立即拍照或攝影，並將檔案繳

交給生輔組承辦人員，以利查詢上一

節使用班級。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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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管理大樓二樓18-0205教室麥克風有問

題！

國企三甲 本教室麥克風沒問題,僅沒電而已。

同學若有任何設備的問題,請直接向

系辦反應即可！

國企系

28 建議每學期排定法律常識專題演講！ 建築二甲 擬儘量安排相關法律常識相關專題演

講。
建築系

29 學生活動中心四樓大禮堂，近期晚上

因不明原因不開放讓同學運動，希望

校方能做解釋！

土木二甲 因週一至週五晚間大禮堂均有排羽球

項目之體育課，若有不便敬請原諒。 體育室

30 網路速度太慢，請改善！ 電子三乙 關於同學反應網路速度太慢乙事，經

與同學聯繫後，瞭解其所指稱的位置

是電子系館403微電腦實習教室，再

進一步向管理單位瞭解後，發現該教

室目前使用之網路設備稍嫌老舊，

Uplink的頻寬不足，所以導致在該教

室使用網路，其速度比較緩慢。現已

與電子系聯繫，告知該系有同學反應

此現象，並協請該單位進行改善，未

來若經費許可，圖資處會協助該單位

進行整體線路汰換。

31 圖科大樓三樓15-0303視聽教室的投影

機故障，請派人維修！

電子二乙

機械一丙

經檢測為投影機線路老舊，已更換D-
SUB線。

32 希望自學中心可以在多增加一些電腦

，讓同學減少等待時間！

資管一甲 同學可以多利用平日晚上或星期六下

午的時間來自學，這些時段是較有空

位的，另外語言學習中心也會與應外

系借有空堂時段的多媒體數位教室提

供學生自學。

語言學

習中心

33 學校前門斑馬線秒數太少，導致行人

過馬路險象環生！

企管三甲 1.經實地計算瞭解，前門斑馬線秒數

為60秒，應符需求。

2.建議同學盡量配合上下學時段進

出。
34 請多加強宣導交通安全(尤其是學校後

門)，違反交通安全者，請加以輔導並

實施勞動服務！

機械四丙

企管三甲

建築二甲

1.賡續加強「安全駕駛、禮讓行人」

之教育及宣導，並協調轄區派出所及

交通警察隊於上下學時段加強巡邏取

締。                                             2.建議

同學盡量配合上下學時段由大門進出

，騎車請減速慢行、頭戴安全帽。另

目前因違反交通安全，經軍訓室登記

予以輔導實施愛校服務者計23人。

圖  書

資訊處

軍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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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強化大門口交通安全指揮！ 建築二甲 1.目前每週一至週五配合學校上下學

時段協助大門口交通安全指揮管制之

本校交通隊志工學生，均係經交通指

揮管制教育訓練及實務見習合格者，

且均有教官從旁監督指揮。

2.若大門口交通安全指揮發現有任何

需再改善者，請逕與本室聯繫反映，

以充分瞭解問題所在，俾利改善、解

決。

36 後門的交叉路口請派人控管，並多加

宣導請騎車、開車的人遵守交通規則

，行人注意交通安全！

企管三乙 1.建議同學盡量配合上下學時段由大

門進出 ，騎車請減速慢行、頭戴安

全帽。由側門進出之行人上下學時段

可多利用宿舍天橋通行。

2.賡續加強「安全駕駛、禮讓行人」

之教育及宣導，並協調轄區派出所及

交通警察隊於上下學時段加強巡邏取

締。
37 建議學校多多宣導教官專線！ 工管三甲 本校校安中心專線07-7312787，每日

有教官24小時值班，若同學發生重大

事件可撥打校安專線請求協助，並請

教官於系週會時加強宣導。
38 各系(所)、處、室單位平時的安全維

護，建議指定一人擔任管理員，協助

校安工作！

建築二甲 各系(所)、處室單位平日若發生危安

事件，可撥打電話至校安中心由教官

協助處理，另建議指定一人擔任管理

員非本室權責。
39 幼保大樓4樓的廁所有菸蒂，有時同

學會在廁所抽菸，之後將菸蒂亂丟，

造成小便池不通！

幼保四甲 教官不定時會去巡查，也會實施宣導

，請同學發現有在廁所抽菸同學，立

即至軍訓室檢舉，教官馬上至樓上處

理。
40 樓梯抽菸的同學有日趨增多的現象！ 應外三乙 本校持續加強菸害防制宣導，也請同

學協助軍訓室，發現同學在非吸菸區

抽菸，立即反映，教官會馬上處理。

41 圖科大樓五樓15-0507教室旁洗手間有

人吸菸！

生彩四甲 教官不定時會去巡查，也會實施宣導

，請同學發現有在廁所抽菸同學，立

即至軍訓室檢舉，教官立即至現場處

理。

軍訓室

備註:『班會建議事項』已登錄於學務處網頁上，歡迎全校師生上網查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