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建議事項 建議班級 參考答覆 答覆處室

1 希望學校可以開放學生在校內騎乘腳

踏車，並設立腳踏車專用道及行人專

用道！

電子四丙 研議中！

2 機車車位容量是否可以再擴大！ 機械二丙 目前車位停放數已為最大值！

3 學校前後門停車位設計不良，後門停

車位太少且停車價格太貴！

觀光一乙 請明確述明狀況以便了解可改善之空

間；另目前車位停放數已為最大值！

每學期共18週平均1天停車費為5元比

照一般收費已屬合理且便宜。
4 停車場應多設置攝影機，以維護學生

行車安全！

機械三甲 攝影機皆設置於出入口為主，無法滿

足所有樓層面的拍攝需求；亦請同學

共同遵守行車禮儀及安全。
5 機車停車場(包含人文大樓停車場入

口)因下雨天濕滑，常發生學生摔車

現象!希望機車停車場可以多加強地

面止滑！

資管一乙

建築四乙

6 停車場轉彎處有些PU會滑。 生彩二乙

7 學校停車場雖然是早上時間，可是停

車場裡面還是很昏暗，容易造成學生

行車危險！希望汽機車停車場可以全

天候開燈，保持光線充足！

資管二甲

機械三乙

8 同學校購買汽車停車位，沒有固定時

間讓學生購買，早去說不能買，晚去

說沒有位置可買，後來還直接回說要

我們自己去外面停！

機械三乙 該項作業有一定之作業時間且相關須

知皆有公告於總務處網頁及以書面通

知於各班周知，請同學與班級幹部確

認。
9 學生餐廳第一家鍋燒麵得食物中有小

蟑螂，讓人覺得噁心。希望學校可以

多加強學生餐廳衛生管理！

學生餐廳不衛生。

工管三乙

觀光一乙
要求廠商改善。

10 希望學生餐廳素食店面可以多一點！ 電機一丙

11 學餐座位有點少，桌椅不夠，導致中

午吃飯時常找不到座位。

工管三乙

資管二乙

12 學生餐廳多樣化。 應外二甲
13 學生餐廳的擺設盡量明亮一點，吃午

餐的時候會覺得地方很陰暗，以致沒

有食慾。

應外三甲

14 希望學生餐廳可以多增加攤位供學生

用餐。

觀光一乙

15 學生餐廳椅子多老舊且損壞，應立即

更換！

生彩一丙
要求廠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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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同學建議！將派員前往勘查。亦

請同學在停車場內務必減速慢行以策

安全。

轉廠商研議。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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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管理大樓的電梯時常故障，非常危

險！

企管三丙
派員並會同專業廠商前往查修。

17 南校區連接人文大樓的木頭樓梯有些

損壞，希望能處理。

創意二甲
處理中。

18 希望每棟大樓有些廁所能有公共衛生

紙，方便使用！

創意二甲
學校暫不提供衛生紙。

19 幼保大樓22-0405電腦教室有許多電

腦無法使用，希望能派人來檢修。

幼保一甲
已檢修完成 幼保系

20 希望學校可以多播經費在全校性的活

動上，如球賽，經費總要申請很久才

下來。也希望學校可以多花錢在教室

器材或上課用具上，而不是花在“裝

飾品”上，如椅子、音響、球類用具

等…。

運休三乙 體育室已針對校內全校性球類活動，

爭取到更充裕經費，溢注各類活動執

行。
休運系

21 希望學校能多舉辦活動，讓同學(新

生)們積極參與也能更融入正修科技

大學！

應外一甲

國企二乙
101學年度學生會活動規劃：

1.【第一學期】規劃辦理活動如下：

全校社團博覽會、社區打掃服務-愛護

地球，淨化大地趣、【夢想彩虹橋 飛
向47周年】全校聯合晚會、愛，從捐血

開始、創意飆舞大賽、「舞光十色，聖

誕有禮」聖誕晚會

2.【第二學期】規劃辦理活動如下：

全校社團博覽會、社區打掃服務-用心

撿垃圾，地球不哭哭、捐出熱血，延續

幸福散播愛、OHMY尬!校園歌唱大

賽、籃球影城、正修運動會、全校系會

社團領導人交接晚會

，其他尚有許多單位及系學會社團辦理

各類型之活動，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課  外

活動組

22 學校線上請假方式太麻煩了，對家裡

沒有印表機的同學請假變得更困擾！

運休二乙 學校圖書館可購買影印卡即可使用印

假單功能，另外學校也有印刷店可以

列印，如有問題請洽生輔組。
23 垃圾桶及垃圾袋供應得少！ 影像二甲 若有需要請至生輔組領取。

24 正修宿舍天橋請增加止滑墊！ 生彩二丙 轉介總務處。

生  活

輔導組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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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選課的時間的安排不太方便。 電子一乙 選課系統開放時間選擇在12:30開放的

理由是大多數同學都可以利用中午休

息時間上網選課，選課的機會較為公

平。選課人數較多的課程，如：體

育、通識課程，將於102學年度下學

期採取於前學期期中考後採預選制策

略，以方便同學們選課，並分散選課

系統負荷，提高系統工作效率。102
學年度上學期仍請同學勉為按現行作

法選課。
26 課表的安排很不妥當，一天只有2節

課，對於長途上學的同學交通時間太

費時，到校上不到兩小時就走，很浪

費時間金錢，希望課程能集中一點!

建築四乙 各系排課須考量專業教師可授課時

數、兼任教師可配合授課時間、教室

空間、專業(電腦)教室配置等諸多排

課限制因素，故無法全盤顧全個別師

生需求。建議您可以考慮跨系選修或

院整合選修課程以充分利用在校時間

，也可到圖書館豐富的圖資查詢資料

自我學習，也可參加社團多與其他社

員互動，以充實多采多姿的大學生

活！
27 上星期四(12月6日)是電子系的丙級

工業電子考試，希望我們電機工程系

也能舉辦相關證照的考試，如工業配

線乙(丙)級、室內配線乙(丙)級、機

電合乙(丙)級等。同樣一間學校就應

該相同的待遇。

電機二甲 本系證照考試由董劍琴老師聯合校外

補習班共同輔導學生考照，目前輔導

類別有室配、工配及用電設備檢驗等

證照考試，詳情請洽董劍琴老師。
電機系

28 時尚學程增購了很多相機，希望系辦

也可以多增購相機，讓更多同學可以

學習使用！

數位二甲 1.本系軟硬體教學設施乃依本系短中

長程計畫循序建置，目前本系仍持續

成長中，軟硬體採購先以教學需要的

設施為第一優先考量。

2.目前本系已購置7部數位單眼照相機

以及8部數位攝影機，同學可以來系

辦借用，今年卓越計畫會再添購一部

專業數位相機，若經費充裕，會持續

增購數位專業器材以滿足學生學習及

創作需求。

 數位學程

註冊及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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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英語自學中心，人多的時候，處理效

率太差讓後面的人等很久，排隊都要

排到電梯去了!!

企管三丙 因語言學習中心工作人員有時須一邊

服務自學同學一邊又要彙整其他報名

或考試的業務，如在服務上較怠慢，

請同學見諒!為免人多時而無位置自

學，同學也可多利用晚上或星期六的

時間來自學，這些時段是較有空位

的。

自學中心

30 圖書館的研究間隔音太差。 電子二甲 研究間規劃的用意是讓同學們在一個

獨立的空間內安靜念書，若同學們需

要課業討論，可以利用圖書館B1F討
論室。

31 學校的Wi-Fi太微弱了。 資工四甲 學校建置的Wi-Fi校園無線網路，已經

涵蓋校區室內空間，並提供教職員生

無線上網的便利服務。關於同學建議

的問題，由於範圍相當廣泛，希望能

再多描述一點『Wi-Fi太微弱』的具體

說明，例如哪個系館樓層或教室，大

約在什麼時間，我們才可以進一步進

行瞭解與解決。另外也必須向同學說

明，無線訊號受到環境中隔間材質等

影響會有不同程度的衰減，還有附近

的干擾訊號都會造成收訊不良的情況

，所以還是希望同學建議時能告訴我

們具體內容，才有機會將問題真正解

決。
32 圖書館的影片和書籍希望能更新近期

的作品。

創意二甲 本處會積極爭取經費，以滿足師生們

的需求。上學期購入中西文圖書2,219
冊、非書資料183片；本學期已購入

中文圖書約1,153冊、非書資料約50片
，將於處理後儘快上架提供師生借

閱。
33 禁煙區，時常還是有學生抽菸。 生彩四甲 軍訓室已儘量去取締，請同學幫忙檢

舉，若有發現吸菸同學，請速通知軍

訓室，教官會趕去取締。

軍訓室

圖  書

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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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