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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覆

答覆處室

南校區教學大樓17-0302教室前面冷氣 電子二甲 (1，2)已修復完成亦請同學多加利用
本處線上「公物報修系統」及「視聽
有點難開，每次都要按很久，影響上
課！
設備報修系統」，以加速設備修復時
圖科大樓15-0501教室沒冷氣及投影機 電機三乙 效；並一同愛惜公物。
模糊！
圖科大樓15-0606教室後面的佈告欄掉 資管一乙 1.(3，4)已修復完成亦請同學多加利用
本處線上「公物報修系統」，以加速
下來了!
設備修復時效；並一同愛惜公物；
星期一第3、4節借圖科大樓15-0609教 機械一乙 2.供電係依據課表設定，若有任何異
動請依作業程序(教務處)辦理。
室上機械概論，但因未通電，教室冷
氣無法使用！
人文大樓11-0209教室投影機時常出狀 休運二甲 (5，6)已修復完成，亦請同學多加利
用本處線上「視聽設備報修系統」，
況，麥克風有雜音！
幼保大樓22-0203教室麥克風、數位講 幼保一甲 以加速設備修復時效；並一同愛惜公
台都需要維修！
物。
人文大樓的椅子有的壞了很久都沒修 休運三乙 將派員前往查勘，亦請同學多加利用
，扶手也有很多都壞了，例如：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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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9教室、11-0105教室！

學生餐廳的工作人員是否可以綁上頭
髮或戴上帽子！
9 是否可以注意學生餐廳的菜色及衛生
問題？
10 學生餐廳位子太小、空氣不流通、食
物賣的越來越貴！
11 學生餐廳排煙味道太重，請改善！

機械一甲 將轉知廠商並要求廠商改善及加強衛
生(禮儀)管理！
建築二乙

12 南校區福利社外面所提供的桌椅不乾
淨，請改善！
13 學生餐廳選擇太少，需多樣化！是否
可增加新的攤販來賣午餐？

國企一乙

8

14 學生餐廳位子不夠多，經常找不到地
方可以坐下來吃飯！
15 校園中應增加公共用餐區域！
16 在校園內行駛的車輛是否可以限速，
有時開太快，會嚇到學生及學生安全
也會有疑慮！

應外二甲 轉知廠商研議改善！
資工四甲

機械一乙 轉知廠商研議！
工管三乙
生彩二丙
工管三乙
企管四甲 研議中！
機械一甲 謝謝同學建議進入校園限速為
20km(於柵門旁已有標示牌)，加強宣
導行車禮儀及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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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17 目前機車停車場1~2樓沒開燈，尤其
是騎上去的那層坡道光線很重要！
18 應加強宣導機車全天候在停車場開燈
，特別是汽車！
19 機車停車場A棟五樓晚上都不開燈，
真的很暗很危險！
20 學校停車場都有校外人士把車亂停在
非車位(包括走道出入口)導致出入困
難，請派人加強取締！
21 機車停車場是否可以依系館位置作分
配？
22 人文停車場有垃圾，請改善！

建議班級

參考答覆

機械三乙 將派員前往瞭解狀況並因應天色調整
照明時段！
機械三乙
工管二乙
建築四乙 謝謝同學建議將加強巡邏並宣導停車
電機二丙 禮儀！
建築二乙 研議中！

24 建議校園中應增加垃圾桶數量！

財金四甲 謝謝同學建議將派員前往查勘並加強
清潔衛生禮儀！
資管二乙 校外道路停車格屬公部門所管轄，非
建築三甲 本校權責；校內車位規劃已是可停放
車位之最大值！
企管四甲 研議中！

25 廁所請供應衛生紙！

幼保三甲 學校暫不提供衛生紙！

26 總務處行政人員能態度是否可以和善
一點？
27 有些校外人士會進入校園，請學校多
多注意，以免發生偷竊事情和濫用學
校資源！

幼保三甲 謝謝同學建議本處將進行宣導服務禮
儀！
應外三甲 謝謝同學提醒！本處將會同校安中心
宣導並加強巡邏，亦請同學們提高警
覺若發覺可疑人士可電洽校安中心(軍
訓室)或守衛室！
電機一甲 謝謝建議本處將派員前往查勘改善！

23 校外的停車場明顯不足，希望學校有
些方法能解決？

28 排球場鐵板的網子不夠高，球常常丟
進施工的地方，感覺很危險！
29 籃球場地板過滑，請改善！
30 圖科大樓前的草原步道非常不平穩，
請改善！
31 圖科大樓電梯開關速度請管控！
32 建議學校能夠在電子系館4樓與行政
大樓間建立通道連接，因系館本身無
廁所，在4樓上課的學生或老師需經
由3樓通道至行政大樓方能上廁所，
非常不方便！並希望4樓通道能加蓋
遮雨棚，避免下雨天行經時滑倒，非
常危險！
33 南校區教學大樓沒有無障礙空間！

答覆處室

資工二甲
建築四乙
資工四甲 請提供正確電梯編號以利改善並調
整！
電子四丙 學校暫無規劃！

觀光二甲 將進行研議！

2

總務處

正修科技大學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十週班會建議事項』
請各處室參考辦理
編號

建議事項

34 學校花了一大筆錢蓋了一座海韻之門
，還打燈！有多少學生有這餐沒下一
餐，建議學校能增加獎助學金經費，
對同學更有助益！
35 學校新進儀器請加強宣導！
36 希望學校可以舉辦運動會或園遊會！

37 關於畢業照和團體照都要另外收費，
班上有點反彈！

38 線上請假不明瞭！

39 南校區教室的使用後情況應改善，一
整天下來整間都是垃圾，希望能加強
改善！
40 管理大樓教室的環境需要改善，希望
學生上完課能帶走垃圾，發揮公德
41 生輔組的作業人員經常會對學生面露
不耐煩及口氣上不友善。

建議班級

參考答覆

工管二甲 環境教育、藝術教育的影響，通常是
潛移默化，較為無形，但也屬全人教
育的一環，仍有其價值。
機械三甲 感謝提醒！未來採購大型重要設備將
會公佈於系所網站。
建築二乙 1.園遊會每年皆固定於校慶週及畢業
晚會當週請廠商進駐，各為期四天。
本學期開始，校慶週園遊會開放給社
團及班級同學擺攤參與，但考慮到食
品安全衛生問題，暫時只開放遊戲類
及商品販賣等攤位，歡迎各位同學共
同參與。
2.體育室：因學校場地受限，無法辦
理全校運動會，但是每學期都會定期
辦理校內籃球賽、排球賽、撞球等競
賽活動，敬請見諒！
電子四乙 1.貴班建議事項述及「班上有點反
彈 ，經向班代表了解，原因是「貴
彈」，經向班代表了解，原因是「貴
班同學，以為每一人還要再繳1,000元
團體照費用」。根據畢聯會於期初會
議時與各班代表開會決議事項：「學
士團體照原價一班為1,000元整(以班
級為單位)，若班級繳交畢聯會費人數
超過全班7成，團體照則免費」。
2.因貴班畢聯會費繳交率達百分之百
，超過全班人數7成，所以團體照
1,000元部分無需在繳交！
機械三甲 請參考101年9月11日生活輔導組最新
公告提供請假線上作業要點
(http://eca.csu.edu.tw/admin/show_news
.php?new_id=2468)將有更清楚說明，
或洽請生輔組承辦人說明！
財金二甲 每日每班均排定值日生，責成需加強
上課後環境打掃，建請同學亦能秉持
環保觀念，隨手自行處理垃圾並做分
國企一甲 類，提醒自己及同學品德表現均在一
言一行之間展露無遺。
建築二乙 謝謝建言，將再提醒同仁注意服務禮
儀及問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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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生宿舍房間空間有限，交誼廳亦擺
不下圖桌，造成建築系同學不便，希
望是否開放地下自學中心?

建議班級

參考答覆

建築二乙 地下室自學中心原意為小組討論或自
修、研習、講演，環境均須保持乾
淨！交誼廳桌面已因製圖需求造成桌
面損毀，不宜再開放自學中心！

生彩二丙 謝謝建議，列入校安總體檢，提供總
務處作為安全設施改善項目，確保學
生行的安全！
44 請進修部的同學使用完教室，要打
建築一甲 1.15-0608教室近期僅有第10週的週
掃、善後！
(一) 11/12晚間黑板未擦乾淨外，其餘
各週均正常！
2.15-0608教室貴班早上到校後若發現
髒亂，請立即向生活輔導組反映處
理！
45 選課時間希望能做更改，12:30會造成 建築二乙 1.選課時間訂於12:30主要原因如下：
學生不便，甚至要翹課去選課！
(1)因當時段上課的同學最少，大部分
同學能進行選課。(2)利用該時段上網
選課，同學有選課問題時，圖書資訊
處與註冊及課務組可及時處理 (3)若
處與註冊及課務組可及時處理。(3)若
利用放學後或假日的時間進行選課，
則另有部分同學家中無電腦或是網路
可使用。(4)配合網路選課，特於選課
期間開放人文大樓4樓~5樓電腦教
室、一樓自學中心及各系科電腦教室
供同學使用。
基於上述理由，所以決定於此一時段
開放選課，若同學有其他更好選課時
段的建議，也非常歡迎您可以到註冊
及課務組來與我們共同討論，謝謝!
2.另外提醒同學本學期選課前須先上
網填答本學期所有修習科目之「期末
教學評量」才能進行選課，請同學能
盡早完成填答。

答覆處室

生 活
輔導組

43 學生宿舍天橋請添加止滑墊，不然下
雨天很容易滑倒！

46 現在改由線上借教室，請確實向老師
宣導！

機械三甲 將再次通知學校老師此一訊息，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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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希望有花費不用太高又能到海外實習
的機會？

建議班級

參考答覆

機械二甲 本校目前已經辦理2年的海外實習課
程，時間安排在暑假期間，為期大約
一至一個半月，前往的國家以日本及
菲律賓為主！費用由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或學校進行部分補助，學生負擔
的費用不會太過昂貴，有興趣的學生
可前來國際事務處詢問，謝謝！

48 圖科大樓15-0806電腦教室可以的話， 數位二甲 該間電腦教室由於設備老舊，目前已
計畫編列經費進行更新，謝謝!
設備加強一下！
49 各系(所)應該有計畫性的舉辦戶外教
建築三甲 鼓勵各年級任課教師於課程需求範圍
內，多申請校外實習參訪，提高實務
學活動！
學習機會。
50 希望學校可以多細心的安排課程，減 建築二乙 此為全校共通之問題。學生所述課程
少一些性質上相同的課程，例如一年
雖被歸類為系專業課程，但教學內容
級的多媒體應用及二年級的網際網路
並非由系內課程委員會所規劃，而是
應用，兩者的課程內容都是在講解網
由學校圖書資訊處主導。每年學生均
頁製作，與建築系似乎無關聯性，是
有反應相同問題，尚待校方共同解
否可以改為對本系未來更有幫助之課
決！
程，像是對建材的認識與分析等等！
51 語言學習中心椅子不好座！

52 圖書館的書籍希望能多增加一些愛情
文學、家政食譜、各國語言之類的書
籍，和各式各樣的DVD！

機械三甲 關於同學反應問題，中心已送簽呈向
學校申請，待經費確定後，會盡快將
老舊椅子更換掉，讓同學不能舒適自
學，非常抱歉!
創意二甲 本處每學期圖書經費以購置各系(所)
專業圖書與定期採購排行榜暢銷圖書
為主！若同學有其他的需求，可至網
頁「館藏資源/線上圖書推薦」，填寫
所需圖書資源。另外，也歡迎多加利
用「行動學習專區/電子書平台」
(http://csu.ebook.hyread.com.tw/)，有豐
富的電子書(電子雜誌)提供師生借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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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電腦的設備不全，有些程式無法開
啟！

54 建議更新學校電腦！

55 希望通識課程老師，評分可稍寬鬆
些！
56 學校校外指揮交通少且時間又短，車
流量多時沒有真正發揮效果！

57 請學校多設置吸菸區！

58 南校區也應設置吸菸區，以免影響他
人健康！

建議班級

參考答覆

電子一甲 1.請同學能更具體的說明是那間教室
的電腦的設備，俾便請資訊人員進行
維修。
2.若是本單位電腦教室，同學於使用
中發現問題，請立即向櫃台人員反映
，讓本處能即時瞭解狀況並能立即處
機械一丙
理，謝謝。
3.本處電腦教室每學年度，皆會進行
一間電腦教學設備汰舊換新工程，並
持續改善充實資訊教學設備，提供良
好學習環境。
有關教師評分的問題，請同學提供課
生彩二乙 程名稱及授課老師姓名，以及說明教
師評分標準。
影像二甲 1.目前每週一至週五配合日校及進修
部上下學時段投入交通安全引導之教
官及交通隊志工，每日平均13~15人
次。
2 建議同學配合上學時段由大門入校
2.建議同學配合上學時段由大門入校
，騎車請減速慢行、頭戴安全帽。
機械二丙 1.吸菸區之設置，依「菸害防制法」
規定必須設於室外通風處，且不得位
於交通道路旁，本校為體諒校園部分
吸菸同學，曾會同本市衛生局之業管
人員就本校之校園環境特色設置3處
吸菸區。
企管四甲 2.教育部政策一直在推動「無菸校
園」，希望校園全面禁菸，許多學校
均無設置吸菸區或僅設置1處吸菸區
，為維護大多數不抽菸學生之權益及
健康考量，本校目前已有3處吸菸區
，實不宜再增設吸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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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管理大樓的菸蒂問題很嚴重，尤其是
樓梯間和走廊，希望能有改善！

60 行政大樓4、5樓廁所，仍有吸煙情形
，請加強宣導取締！

61 很多人會在廁所吸菸，讓那些想上廁
所的人無法好好上，造成校園不乾
淨！

62 圖科大樓10樓樓梯間總是有人偷抽菸
，請派人加強取締！

63 樓梯間有很多人在抽菸！

建議班級

參考答覆

國企一甲 1.謝謝同學針對違規吸菸問題提供許
國企三甲 多寶貴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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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良好環境的維護，一定要靠大家共
生彩四甲 同努力，研究犯罪學家威爾森(James
Q. Wilson)和凱林(George L. Kelling)於
1982年提出了「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如果有人打壞了一
個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
企管一丙 未得到及時維修，路人經過後會認為
這個地區沒人關心，沒人管事，間接
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
，造成更多人打破其他的窗戶，於是
從這棟大樓蔓延到整條街，擴散到其
他鄰近街道。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
建築四乙 就給人造成一種失序無紀律的感覺。
3 軍訓室將加強巡邏取締 同時協請
3.軍訓室將加強巡邏取締，同時協請
總務處清潔人員及愛校服務同學加強
清理，但，也請同學發現有違規吸菸
之情事，務必發揮輿論力量勸導，或
立即拍照向教官室檢舉，以便前往勸
生彩二甲
導或直接請衛生局到校開罰取締，以
共同推動無菸校園，維護清新空氣！

答覆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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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