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建議事項 建議班級 參考答覆 答覆處室

1 本班的麥克風系統不大好，聲音會斷

斷續續的(雙麥克風系統都有問題)。
電子一甲 請同學提供確切空間處所，以利派員

查修。

2 南校區教學大樓17-0301教室數位講台

無法使用。

電子四甲

3 圖科大樓10樓至善廳投影機壞掉尚未

修理。

機械二甲

4 圖科大樓15-0302教室數位講台常故障

，投影機太暗。

電機三乙

5 教室電腦平台請定時檢查。 國企二甲

6 圖科大樓15-0806教室電腦設備需加

強。

數位二甲 1.專業教室請轉知資管系；

2.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電腦設

備報修系統」，以加速設備修復時效

，並一同愛惜公物。
7 圖科大樓15-1001教室電燈損壞，請查

看。

建築四乙 1.已修繕完成；

2.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公物報

修系統」，以加速設備修復時效，並

一同愛惜公物。
8 冷氣開關是否改由學校控管，上課開

，下課關，節約能源。

機械二甲 目前皆由本處依課表設定開放，若有

異常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公物

報修系統」報修以加速設備修復時

效。

9 停車場頂樓請加蓋遮雨棚，頂樓車位

若天氣太熱會有點難受。

工管一甲

影像二甲

數位二甲

加蓋遮雨棚，涉及違法使用，且如逢

颱風天，亦有安全考量，本案仍以維

持現狀為宜。
10 停車場應規劃安全，避免危險發生！

有時騎乘人士速度過快可能會導致行

走同學受傷，上下樓時會有學生未依

照地上劃線行駛，容易發生危險。

電機一甲

國企二乙

電子三丙

11 停車場死角太多，常會發生相撞事件

，雖然有方向鏡，可是看不件樓梯間

出來的同學。

工管三乙

12 停車場時常會有有心人士惡意偷竊、

破壞，應加強監視器，並有人巡視，

降低失竊發生。

國企二乙

13 校園或停車場是否可多裝設監視器，

以防出事沒有證據。

電機三丙 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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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處室參考辦理

1.已修繕完成；

2.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視聽設

備報修系統」，以加速設備修復時效

，並一同愛惜公物。

總務處

謝謝同學建議！派員前往查勘並宣導

行車禮儀及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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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機車停車場的爬昇坡(二樓A至二樓B)
燈光不足，不容意看到對向來車

電機二丙

15 機車停車場5樓是否能開燈。 工管二乙

16 機車停車場的燈太少、太暗，導致下

午4:00-5:00停車場會很暗，在下坡時

會無法看見對向來車。

幼保一甲

建築四乙

1.請提供正確處所本處將派員前往查

勘；

2.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公物報

修系統」，以加速設備修復時效，並

一同愛惜公物。
17 學校機車停車場高樓層的停車費是否

可以便宜一點？

工管一甲 停車場一般樓層每學期收費450元，

頂樓每學期收費300元。

18 請多提供停車位讓學生停車。 應外二甲

應外四甲
目前B棟機車停車位尚有空位；若有

需求請洽本處事務組辦理。

19 希望學校可以減少校內的車輛，走在

學校裡還要注意行車行駛，有點危險

且不方便

生彩二丙

工管二乙

電子三丙

進入校園限速為20km(於柵門旁已有

標示牌)，加強宣導行車禮儀及注意安

全。
20 學生餐廳提供中餐的種類太少，希望

能增加種類或改變！

工管三乙 轉知廠商研議！

21 學生餐廳希望可以增設冷氣，還有一

些座位壞掉希望可以換新的，電燈可

以明亮一點。

資管一甲 1.已通知廠商改善本處將派員前往查

修冷氣設備及座椅及照明部份；

2.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公物報

修系統」，以加速設備修復時效，並

一同愛惜公物。

22 學生餐廳的位子不夠。 資工四甲 目前已是最大值！

23 學校餐廳有發現小蟑螂希望能加強衛

生安全管理，導致用餐同學沒有胃

口。

國企一乙

財金四甲

轉知廠商加強衛生清潔管理！

24 建議學校餐廳增加素食菜色或店家，

以利素食者做選擇。

電機一丙

25 希望南校區的菜色能多變化。 創意二甲

26 南校區的清潔有待加強。 生彩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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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羽球場地板太滑。 土木二甲 地板灰塵太厚會讓地面更滑，體育室

會請服務學習同學加強活動中心清潔

，也請同學使用過後協助整理場地環

境，謝謝！

28 飲水機不足。 影像二甲 請告知明確處所，以利派員了解。

29 幼保系館廁所，常沒有洗手乳。 幼保二甲 本處將派員前往補充並檢視是否洗手

乳器故障。

謝謝同學提醒，派員前往查勘！

總務處

轉知廠商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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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希望學校可以多辦一些活動。 工管二甲 本101學年度，學校辦理活動有迎新

晚會、聯合晚會、創意校歌、聖誕晚

會、校園歌唱大賽、全校舞蹈大賽、

鬼屋活動、舞蹈大賽成果展，國標舞

成果展、古箏國樂成果展、畢業晚會

等；相關活動訊息會公佈網站及海報

宣傳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課外活動組

31 線上請假不明顯，無法馬上得知。 機械二甲 線上請假會提供導師三天核假與否時

間，建請查詢作業系統。
32 學校需多設置垃圾桶，這樣就不用一

直找垃圾桶。

生彩三甲

土木二甲

每間教室皆有放置垃圾桶，若沒垃圾

桶請至生輔組領取。
33 請禮拜四圖科大樓15-0301教室早上上

課班級的值日生，可以把垃圾收拾完

再走。

電機四甲 已連繫進修部加強週三班級值日生打

掃，建請貴班值日生亦能協助維護教

室整潔。
34 本班重覆填寫、登錄住宿狀況已超過

三次，請改善系統。

電子一甲 因應個資法保護隱私作為，本學期改

為線上系統填報，造成不便敬請見

諒。
35 學生宿舍女生廁所門把壞掉沒更換。 創意一甲 建請向宿舍服務台反映，加強服務時

效！
36 正修宿舍門禁是否可以延後？有些同

學晚上需要打工，因為上班收尾太晚

，都趕不回去！

工管一甲 正修宿舍門禁已考量多數學生作息需

求，適時調整至深夜12:00！家長均已

反映太晚且深夜在外危險多，建請同

學斟酌打工時間，勿影響正常作息。

37 希望學校能開放正修宿舍大門供學生

走天橋進入學校，可將感應門設置如

文山宿舍，以降低學生走側門及往長

庚醫院路口的危險性。

企管四甲 為避免校外人士及閒雜人等進入宿舍

影響住宿同學安全，正修宿舍不開放

門禁管制。

38 建議學校以後是否可以不要排第五節

的課，前後兩節都有課，沒有時間吃

飯。

運休三乙 通知各系所爾後盡量避免於4.5.6三節

連續排課。
註冊及

課務組

39 希望學校有更多讓學生出國的機會。

如：遊學、交換學生、打工旅遊…等

電機二甲 1.近幾年本校暑假辦理海外實習課程

，分別前往日本與菲律賓之姊妹校進

行約1個月至1個半月的課程，有興趣

者可至國務處詢問相關事宜。

2.遊學及打工旅遊非屬學術交流性質

，故本校無辦理相關事務。但需特別

提醒參加校外單位辦理的相關海外遊

學或打工者，請特別注意各類相關契

約內容，需以考量自身安全及取得家

長同意為前提。

國際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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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希望電機系可以舉辦工業配線實習。 電機四甲 本系無工業配線實習設備與場所，但

入學新生時，會提供校外相關輔導訊

息，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規劃。
電機系

41 機械概論教室13-0302沒冷氣，是否有

空教室可供更換？

機械一乙 有關教室更換之問題可請授課老師直

接上註冊及課務組網站"教室預訂系

統"登記更換(已通知老師)，但時序已

進入秋冬是否還有需要更換教室請與

授課老師商議後再行決定。

機械系

42 語言中心工讀生態度不佳。 機械二甲 語言學習中心常有學生排隊等待要借

閱電腦，等待的同時常有學生一邊聊

天或討論，音量甚至已影響自學同學

，在這種情況下，中心人員會較大聲

提醒同學注意自己的音量，針對學生

的建議，語言學習中心人員會更注意

服務態度。

語言學

習中心

43 圖科大樓地下室所提供自學電腦有幾

台不能使用

創意二甲 本處會請資訊人員清查、維修故障電

腦，若同學使用中發現問題，也請立

即向一樓流通櫃台反映，讓本處能即

時瞭解狀況並能立即處理，謝謝。

圖書資訊處

44 體育室特別髒亂，有許多灰塵。 運休二甲 本室會請服務學習的同學加強體育室

與運動場館的清潔，也請同學課後可

以維持場地的整潔，謝謝。

體育室

45 後門在下課尖峰時間，常有多輛學生

車子停在路邊(非停車格)聊天，嚴重

影響用路品質。

電子三丙 1.由執勤教官及門口保全適時規勸引

導；

2.協調轄區警力協助。
46 學校側門和宿舍門口行駛車輛過多，

令同學感到不安(例如：機汽車的後

照鏡時常擦撞行人)，希望能有人指

揮交通。放學或尖鋒時刻應該有人要

管制交通，例如：宿舍前的馬路。

電子一乙

生彩一丙

資管一乙

創意二甲

應外二甲

國企四甲

1.先協調轄區警力或社區導護志工協

助；

2.通盤檢討考量側門週邊交通安全改

善方案，於道安會議中提報(例：減少

側門週邊停車格、鼓勵校內停車、道

路拓寬、增設號誌、行人專用設施

…)。
47 請學校加強宣導前門停車場的交通問

題！

運休二甲 1.賡續宣輔導校園交通安全；

2.會總務處要求門口保全賡續加強執

行校園停車場交通管制。
48 放學時可以增派交管人員。 電機三丙 目前正門口上下學時段均有教官率本

校交通隊學生實施交管，每次投入人

力5～7人次；而側門也於早、晚由日

校、進修部教官及門口保全共同執行

交管及校安維護。

軍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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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行政大樓四、五樓的廁所，都會有人

抽菸。

生彩二甲

50 建議學校教官多多巡視非吸菸區，很

多學生沒有依規定在吸菸區吸菸，因

而造成學校環境汙染。

應外三甲

生彩四甲

51 吸菸區要裝燈！ 機械四丙 評估相關法規後辦理。

謝謝同學針對違規吸菸問題提供意見

，軍訓室將持續取締違規吸菸的同學

，因校園樓高死角多，亦歡迎若有發

現在非吸菸區吸菸之同學，請立即向

教官提供地點，以便前往勸導取締，

共同推動無菸校園，維護清新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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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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