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6年度友善校園與人權環境建議事項暨會辦表 
 

序
號 

建議內容 處理情況 
會辦
單位 

一 1. 建議學校首頁有清楚的留言管道的標示。 1. 絕大多數師生均了解現行留言管道，不

擬另行標示。 

秘

書

處 

二 1. 第五節中午時段，部分班級仍有排課，希

望教室可以開放冷氣。 

 

2. 羽球館班級上課時，場地擁擠且悶熱空氣

不流通。籃球場可以加設遮陽棚。排球場

旁小徑的照明不足恐成安全漏洞。 

3. 正修宿舍馬桶老舊時常堵塞希望汰換。 

 

4. 往生創大樓的斜坡，角度很斜感覺不安

全。 

 

5. 生創大樓的電梯使用太密集，建議設定電

梯停靠樓層且宣導低樓層走樓梯。 

6. 18 棟管院大樓的廁所排水功能不佳，沖

不乾淨影響下一個人的使用。 

7. 希望圖書館設置無障礙電梯，增設無障礙

廁所。 

8. 建議腳踏車棚加裝遮雨棚。 

9. 側門 D區停車場入口處常人車爭道，建議

圍欄加長至門口以免與行人發生危險。D

區地下室停車場的光線昏暗照明不足。 

 

 

 

10.希望土木系館能夠增加女生廁所。 

11.校園內的大樓位置地圖，因為日曬雨淋斑

駁褪色，建議更新且加裝遮陽棚。 

1. 依據教務處提供之課表設定教室冷氣

供應時段不會中斷，若有異常請立即洽

營繕組。 

2. 請上羽球課班級開啟兩旁窗戶，讓空氣

流通，籃球場加設遮陽棚會再進行評

估，排球場旁照明會立即進行改善。 

3. 馬桶老舊時常堵塞會立即進行檢修及

汰換。 

4. 工管系館前斜坡側已進行車輛警示燈

裝置，斜坡的角度安全性目前是無虞，

但還是會監控水土保持 。 

5. 於電梯出入口貼宣導圖文。 

 

6. 立即請同仁前往檢修及調整水量。 

 

7. 無障礙電梯研討規劃中、無障礙廁所於

106學年度已 編列預算將進行改善。 

8. 將進行評估腳踏車棚上方建置遮雨棚。 

9. D 區停車場入口處柱欄加長至側門口

處，經現場評估後會增加危險性，已不

宜增加長度，開放天橋通往濱山街將建

請學務處研商處理，D區地下室停車場

的光線昏暗照明不足，現場評估後進行

照明改善作業。 

10.將進行評估與改善作業。 

11.原大樓位置圖看板並無遮陽棚結構，整

座看板含基底必須重新設計與施工，因

目前尚無經費改善；僅能即時更新校區

平面圖。 

總

務

處 

三 1. 開學後尚未繳交註冊費名單會被公佈在

班上，應該個別通知比較好。 

 

 

1. 註冊費應於註冊基準日繳交完成，開學

後延誤繳交期限同學名單會交由班級

導師一對一瞭解原因，以協助同學辦理

助學金或就學貸款解決問題，將持續向

教

務

處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106年度友善校園與人權環境建議事項暨會辦表 
 

序
號 

建議內容 處理情況 
會辦
單位 

 

2. 教學評量問卷反應教學不佳的老師，希望

能有效處理和改善。老師授課的科目並非

專長，教學可能會有疑慮。 

 

 

 

 

 

 

 

 

 

 

 

3. 班上過半數的人參加校外實習，留校的人

數少，造成最低選修人數不足無法開課，

影響到選課。 

 

 

 

4. 建議通知相關訊息時，可於申請時間內寄

發 e-mail 通知學生，避免學生錯過申辦

時機，也可在申辦期間內處理問題。 

 

 

 

 

5. 應該加強老師們的性別平等觀念，有老師

公然批評同性戀，這樣感覺不好。 

導師宣導，確保同學的隱私權。 

2. 教學評量不佳專任教師請教學單位主

管約談並了解其實際教學情形，促請其

改善教學現況。如連續兩學期教學評量

不佳，請授課教師提出改善教學計畫，

教學單位主管後續追蹤輔導。如連續兩

年或同一課程連續兩年教學評量不佳，

次學年得減授課超鐘點 2-4小時，教學

單位主管調整授課教師或科目，並持續

追蹤輔導至改善為止；教學評量不佳兼

任教師請直屬教學主管先行了解實際

教學情況，如屬實則不予排課。而教師

授課科目均與其專業符合規定，同學對

教師教學如有疑慮，有賴良好師生互

動，共同維繫教學品質。 

3. 請各系在預選課時應考量校外實習人

數，考量大多數同學選課的意向與興

趣，開設適當課程。並由各系輔導學生

跨領域學習制學院學分學程課程修讀，

另外亦可透過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跨校選課機制至夥伴學校修讀學分。 

4. 重要相關訊息都會公告於正修資訊網，

同學登入後即可瀏覽。有關同學切身權

益教務處都會直接電話聯絡，再請同學

至承辦單位親自向同學說明，採取面對

面溝通為最有效方法。請同學隨時更新

個人聯絡資訊，手機長開以即時接收訊

息，以免耽誤時效。 

5. 將利用各種集會時機向授課教師宣導，

授課時應對社會關切議題，宜保持中

立，避免討論或表達多元家庭相關敏感

議題，以示尊重。 

四 1. 生創大樓地下 2 樓教室的行動講台電腦

老舊時常故障建議換新。 

1. 已進行生創大樓地下二樓教室數位講

桌的檢修，目前皆可正常使用。 

藝

文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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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 宿舍會公佈欠費名單（水電費、住宿費），

感覺不太好。 

 

 

 

 

 

 

2. 女生宿舍的逃生路線的樓梯 8 樓都是關

著的擔心影響逃生。 

 

 

 

 

 

 

3. 建議開放天橋通往濱山街，疏散側門的人

潮，避免行人與機車爭道。 

1. (1)經查 105-2學期，文山學園住宿費

未繳費人員，自開學日起由宿舍輔導

老師以簡訊、當面告知，另外通知家

長協助，逾兩個月後仍未繳交者，則

公告房號及姓氏，提醒同學繳費，水

電費無公告。(2)希望同學依繳費期限

繳費，若有困難問題，可查詢就學貸

款或其他補助方案。 

2. 正修宿舍 2~7F為

男生樓層，8~13F

為女生樓層，為

男女生住宿區

隔，故 7~8樓樓

梯設有門，平時

關閉，安全逃生時，門旁設有鑰匙可

供緊急時開啟。 

3. 開放天橋提供非住宿生行走，並無法

解決行人與機車爭道;反而造成宿舍安

寧與安全上的問題。若學生機車停放

於校外，可申請停放校內較安全，若

要步行購物、用餐則走無菸通行步道

較安全。 

生

輔

組 

六 1. 建議寄發 e-mail 通知學生各項相關訊息

（例如獎學金），避免學生錯過申辦時機，

也可提醒在申辦期間內處理問題。 

 

2. 有話大聲說座談會，希望增加發言和提問

的時間。 

 

 

 

 

 

3. 希望進修部的弱勢學生，都有機會申請生

活助學金，不需要再分年齡層。 

1. 和同學們權益相關之重要訊息(例如學

雜費減免、就學貸款、弱勢助學金、各

項獎助學金)除了公布於學務處網頁

外，亦於訊息網公告，讓同學們了解。 

2. 本活動流程分為兩大部分：(1)各單位

回覆時間，(2)現場提問時間。之前因

各單位需回覆之問題較多，佔用了現場

提問時間；本學期已提醒各單位注意回

覆時間，將現場提問時間提升至半小時

以上，讓參加活動的同學有充分的發言

時間。 

3. 生活助學金申請並無年齡之限制，亦無

日間部、進修部、進修院校之區分，均

可向系辦提出申請。 

課

外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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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 學校已經是無菸校園，但仍有抽菸和二手

煙的問題，像是行政大樓北側樓梯間、土

木館頂樓常有菸蒂。 

 

 

 

 

 

 

 

 

2. 交通尖峰時間，會有機車暫停在後門旁的

行人專用道上造成阻塞，希望可以宣導靠

牆邊或停在其他地方。 

3. 校園內多為師生步行，外面車子進入校園

時應減速才不會危險，應多宣導車子禮讓

行人。 

1. (1)本校已自 9 月 1 日起為無菸校園，

校園內已無吸菸區，軍訓室除利用相關

集合時機宣導外，並請志工學生定期於

校園內巡查並撿拾菸蒂，另各教官配合

校園巡查責任區時機，加強菸害取締工

作，同學經登記者依校規處份。(2)為

維護師生之健康，降低學生吸菸比率，

特予擴大菸害宣導活動，並成立｢健康

戒菸班｣，協助吸菸同學遠離菸害，維

護身心健康，倡導不吸菸風氣。(3)遇

同學吸菸請立即通知校安中心協處。 

2. 本室擬請側門警衛加強勸導，並不定時

由承辦教官前去登記違規同學，列入

106-1學期道安講習人員。 

3. 本室於每學期均製做路權宣導海報，關

於外面車子進入校園減速宣導。建請總

務處協調廠商進入校園時，注意車輛行

駛速限不得超過 20 公里，必要時，亦

請總務處製做速限標示牌，提醒車輛減

速，以維校園學生行走安全。 

 

軍

訓

室 

備註：『友善校園與人權環境問卷調查』建議事項彙整暨會辦表，公佈於正修人權教育網頁上，供全

校師生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