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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教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1-1 帅保 
期末教學
評量 

學校真的有在認真看期末教
學評量嗎 

教務處很重視同學填寫的每科教學回饋

意見，每學期都會統計結果，如有評量

結果不佳的老師，除請老師填寫教學改

善意見外，並作為續聘或教師評鑑的參

考。 

1-2 建築 實習 
實習學校規定“ 無薪” 是
要學生做白工浪費時間體力
嗎 

學校推動校外實習課程，採各系自主運

作方式。惟要求系科規劃實習課程頇符

合下列條件： 

一、實習場域頇適合系科發展屬性。 

二、實習內容頇有助於學生專業能力之

培養。 

三、實習合約權利義務部分，因校外實

習課程主要以實務訓練為目的，如

有勞務提供之事實，則需符合勞動

部之規範。 

四、有關學生反應薪資福利的部分，應

屬行前說明會中實習合約權利義務

的說明範疇，往後針對這部份會請

老師加強說明，也請學生們如對實

習有任何疑問，可於說明會中提出。 

1-3 數位 成績 
請問期末成績單能否增加個
人的班排排名呢？ 

同學可以登入本校「正修訊息網」點選

「熱門服務」，再點選「歷年學分累計」，

可以查詢到每一學期學業帄均成績及班

上排名。 

期末成績通知單，考量到有些情況(例

如:校外實習、專題製作等)會延後繳交

成績，而沒有顯示班排排名。 

1-4 資工 成績 

學校成績、排名只能用機器
查詢，不能線上查詢，以往
成績單上都會有排名，如今
想知道排名只能去機器花錢
印出來，才能知道很不方
便。 

同學可以登入本校「正修訊息網」，點

選「熱門服務」，再點選「歷年學分累

計」，可以查詢到每一學期學業帄均成

績及班上排名。 

1-5 資工 系統 

其他學校都有畢業門檻是否
達標查詢系統，學校是否有

打算設置相關系統，方便學
生查尋目前畢業門檻還差多
少。 

謝謝同學的建議，學校已經請圖書資訊

處著手開發畢業門檻查詢系統。 

未開發完成前，同學可以登入「正修訊

息網」，點選「熱門服務」查詢「歷年

學分累計」，可以看到目前取得的學分

數；各系也將每一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

準及畢業門檻證照規定公布於各系官

網，再次謝謝同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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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學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2-1 電子 勞作教育 勞作教育時間是否可以彈性 

一、依本校勞作教育課程實施辦法第三

條第二項規定，為不影響同學日常

選修課程權益，勞作教育實作時間

為，每人每日分為上午 07：30~08：

00及下午 17：00~17：30兩個時段。 

二、上述課程時間因受課程教學規範無

法隨意調整，如同學有個別需求頇

協助處理，請至生輔組登記說明，

生輔組將依同學提出問題協助解

決。 

2-2 妝彩 服務學習 

關於降低社團分數，服務學
習內的社團時數只要不是 0
分似乎就沒問題，而上限部
分卻只有 10分，對於熱愛社
團活動的同學而言，整個學
期拿下來的分數早早就超過
10 分，剩下多餘的分數請問
有什麼用途，讓同學拿去變
賣嗎?一方面本身就不太出
席社團的同學，往往出席
1.2 次覺得分數夠就不再出
席，社團同樣也是課程，這
樣的實施方案不就等同於學
校鼓勵同學不參加社團不是
嗎? 

一、本校「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實施辦法」

修業規定，於學年度前會依前學期

課程問卷滿意度調查為依據辦理內

容修訂。基此，本學年度服務學習

課程評量配分為志工服務 30%、專業

學習 25%、社團活動 10%、反思 10%

及課堂出席率 20%等比率，是依同學

實作後建議事項修訂。 

二、為使同學在實作服務學習過程中，

感受服務學習多樣性與多元性，避

免枯燥乏味，依同學問卷反映事

項，將專業學習與社團活動區分計

分，除了仍鼓勵同學參與社團活動

外，專業學習配分使同學更能參加

學校舉辦演講、競賽、康樂及義賣

活動等，多元性方式豐富了同學的

學習知能。 

三、學校很重視同學社團活動情形，因

此仍保留 10%配分。社團活動屬同學

課後志願性活動，10%配分目的就是

藉此讓各社團能運用自己能力，吸

引同學熱情參與，建議社團應以多

元、多樣及多知識性吸引同學參

與，而非運用校內機制強迫同學參

與，以使參加社團同學樂在其中，

以涵養同學大學四年生活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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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3-1 金融 宿舍 
文山宿舍健身房的跑步機能
否盡快修好 

洽請廠商儘速修復。 

3-2 帅保 學餐 
回收處應放置洗手台，不然
倒完廚餘手都髒掉了 

現場環境無法增設，請同學前往自助洗

滌區。 

3-3 帅保 學餐 位置太少，希望加大空間 規劃中。 

3-4 帅保 學餐 椅子很常壞掉，未修理 
洽請廠商儘速修復並請同學能多愛惜公

物。 

3-5 帅保 學餐 
有些宗教無法接受鍋邊素，
希望能提供專門賣素食便當

的餐車 

自助餐櫃位設有「素食便當」代訂之服

務，請於前一日預訂以利作業 

訂購市內電話 07-7328822 行動電話

0988218262校內分機 1371 

3-6 帅保 學餐 餐點種類少，且很貴 

學餐既有空間已提供最大進駐點廠商

量。亦要求進駐櫃位朝多元、多樣及美

味營養健康方向改善。另亦要求廠商在

成本考量下以更優惠之合理價格來服務

師生。 

3-7 金融 學餐 是否能在學餐設置飲水機 已於 5月初安裝完成使用中。 

3-8 金融 學餐 文苑聽可改成座位區 文苑聽已改為餐飲系實習餐廳。 

3-9 金融 學餐 冷氣不涼 已修復。 

3-10 帅保 學餐 希望能多幾間餐廳 校園整體空間考量正規劃評估中。 

3-11 帅保 學餐 
希望可以保持通風，夏天冷
氣開久一點 

針對同學建言評估冷氣開放時間。 

3-12 帅保 學餐 
希望可以設置冰店，夏天可
以消暑 

評估中。 

3-13 電機 學餐 
學餐便當給的青菜太少，應
要改為自助餐自己夾，菜色
也可以更多元 

已轉知廠商評估。 

3-14 妝彩 學餐 學餐品質需提高 持續改善中亦請同學一 同參與。 

3-15 時尚 學餐 
文苑廳不要空著，開一些比
較帄價實際的店，例如:雞肉
飯、湯包之類等等 

文苑聽已改為餐飲系實習餐廳 

3-16 時尚 學餐 
學餐排煙需要改善，馬路上
氣味很重 

規劃改善中 

3-17 資管 電梯 圖科電梯經常感應不良 
皆定期由專業廠商進行維護保養；已要

求廠商加強檢修以策安全。 

3-18 土木 電梯 土木館電梯很爛 
皆定期由專業廠商進行維護保養；已要

求廠商加強檢修以策安全。 

3-19 機械 電梯 
機械大樓殘障電梯使用率不

高，不如做殘障斜坡 
評估中。 

3-20 帅保 停車場 
D 棟停車場有一邊的門打不
開(人文樓梯下方) 

經檢視停車場柵門設備皆正常運作，日

後若同學遇到此問題，請與總務處事務

組聯絡或將車輛騎至正門守衛室掃描條



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碼進行檢測(視)。 

3-21 妝彩 停車場 A 棟會漏水 已請廠商查看及維修。 

3-22 機械 停車場 
D 棟停車場是否能延伸到機
械大樓或生創大樓，以利受
傷同學方便到達 

目前工法是無法建置此項工程。 

3-23 時尚 停車場 A 棟停車場感應不良 

經檢視停車場柵門設備皆正常運作，日

後若同學遇到此問題，請與總務處事務

組聯絡或將車輛騎至正門守衛室掃描條

碼進行檢測(視)。 

3-24 帅保 停車場 希望停車場加蓋電梯 礙於法令無法建置此項電梯工程。 

3-25 觀光 停車場 停車場走道過窄 進行現場評估及改善。 

3-26 時尚 停車場 
停車場下雨天地板很濕，很
容易滑倒 

天雨路滑停車場內仍請慢行以策安全；

若有報修請指出明確處所以利派員進行

檢視修復。 

3-27 休運 設備 
人文大樓電腦教室鍵盤打字
有問題(11-0506) 

已修復。 

3-28 帅保 設備 
帅保大樓冷氣不冷
(22-0205、22-0203) 

已修復。 

3-29 餐飲 設備 
人文大樓 11-0505電腦一直

當機 
已修復。 

3-30 餐飲 設備 生創大樓 27-0503冷氣不涼 已修復。 

3-31 金融 設備 
希望改進管院大樓冷氣的噪
音 

維修保養中 

3-32 金融 設備 
人文大樓 11-0708白板很難
擦 

評估維修或汰舊換新。 

3-33 金融 設備 
人文大樓 11-0708投影的畫
面異常 

已修復。 

3-34 機械 設備 
建議在機械系館增設自動販
賣機 

廠商將於 9月初完成增設。 

3-35 電機 設備 
教室燈光不夠亮。地點：圖
科大樓 15-0605 

將評估上述地點照明與改善。 

3-36 金融 設備 
希望生創大樓 5樓以上可以
設置飲水機 

生創大樓啟用之初每一樓層皆設有飲水

機。 

3-37 時尚 設備 
生創大樓 27-0506教室的音
響設備無法播放音檔 

已修復。 

3-38 餐飲 設備 
為配合中文檢定，請維修
11-0505整間電腦教室的設
備 

已修復。 

3-39 應外 設備 
建議學校飲水機可以多一點
(人文六樓)，常常早早要裝

水可是一直不夠 

已有規劃，將於下學期完成增設。 

3-40 電機 設備 
教室 15-0701投影機投影的
畫面會被布幕上的燈具擋到 

已完成調整 

3-41 電機 設備 教室 15-0701電燈都壞掉了 已修復。 



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3-42 電子 設備 希望電子系館加蓋廁所 
目前電子系館空間無法建置此項工程，

請同學利用連通道至綜合大樓使用。 

3-43 應外 設備 
圖書館 2樓廁所很臭，希望
改善通風問題 

已請廠商規劃改善廁所隔間及通風。 

3-44 時尚 設備 
生創大樓 8.9樓女廁很多間
都不能沖水 

派員修復 

3-45 觀光 設備 
人文大樓 11-0307外飲水機
無法使用 

經檢視正常運作中 

3-46 企管 設備 
18-0502的教室電腦功能時
常異常 

已修復。 

3-47 企管 設備 
18-0302及 0303冷氣會自動
關閉 

普通教室冷氣設有時間控制每節下課皆

會斷電需於上課時再次人工啟動。 

3-48 電機 校園 
學校正門汽機車及行人混
和，造成混亂及駕駛人多餘
的顧慮。 

正、側門皆為既有設施環境，尖峰時間

請於行進時仍需慢行並遵守人員引導注

意安全。 

3-49 觀光 校園 人文大樓廣場地板過滑 進行現場評估及改善。 

3-50 時尚 校園 學校排水系統不良 已請同仁疏通排水系統 

3-51 資工 校園 
河西走廊兩側旗幟會造成行
經同學視覺刺激 

加強宣導單位布置旗幟時注意位置點，

避免過於凌亂造成視覺刺激。 

3-52 電子 校園 
校園周圍太多機車違停，嚴
重影響用路人 

協請學務處及校安中心加強校內宣導，

亦請多加利用校內停車場。 

3-53 電子 校園 
生創大樓無障礙空間設計不
帄整 

進行現場評估及改善。 

3-54 機械 校園 
帅保大樓到機械大樓路面高
低不帄且坑洞很多 

下半年度將進行路面重整舖設。 

3-55 機械 校園 
上次有話大聲說提到機械大
樓 1F裝設販賣機，卻沒看到
在哪裡 

廠商將於 9月初完成增設。 

3-56 時尚 校園 校園環境整潔不佳 

請同學勿隨地丟棄垃圾且做好垃圾分

類，班級整袋垃圾請自行放置垃圾回收

集中場，勿隨地亂放；另督促相關負責

同仁加強環境清潔。 

3-57 應外 校園 
人文 1樓鯉魚池經過時味道
不太好，希望處理一下 

加強清潔 

3-58 電子 校園 
校門口外的人行道，希望能
保持乾淨 

已撥打市民專線建請市府加強作業另亦

請同學一同愛護環境勿隨便丟棄垃圾。 

3-59 社團 校園 
學校很多大樓的樓層指示牌
都未更新，許多新單位都找
不到地方 

作業中 

3-60 電機 公告 

本學期在學校有任何作業皆
無在網站上通知（停電，施
工），造成學生無法準備因
應。 

本校停電作業或重大工程施工皆會選擇

例假日實施，亦會提前於學校總務處網

頁公告，如遇突發事件請包涵。 

3-61 帅保 安全 建議帅保大樓廁所外加裝監 評估規劃中 



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視器 

3-62 電子 場地 
下雨天籃球場太滑，希望能
即時清掃 

請同學在下雨天盡量避免使用球場，如

必需使用球場請同學自行清掃積水處。 

但務必以安全為首要。 

3-63 餐飲 場地 為什麼不蓋室內球場？ 
學校已無土地空間興建室內球場；現有

球場因土地歸屬問題亦無法興建建物。 

3-64 金融 學雜費 為什麼學雜費不包含書費?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辦法」，學校向學生收取之費用，包含

學費、雜費、代辦費及使用費。其中代

辦費項目如書籍費及帄安保險費等，使

用費項目如宿舍費及電腦或語言實習費

等，書籍費並不包含在學雜費中。 

3-65 社團 校園 
外面很多學校販賣機，都可
以使用一卡通(悠遊卡)付
款，是否能跟進 

廠商將於下半年起逐步汰換機台，提高

支付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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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圖資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4-1 資工 資源 
網路組是否提供，FTP伺服
器及網域名稱供社團相關單
位架設網站。 

一、關於提供 FTP 伺服器的部分，圖資

處建議同學採用學校所提供的 G 

Suite「小組雲端硬碟」，其提供無

限容量儲存服務，可供同學進行檔

案分享。 

二、關於申請網域名稱的問題，同學可

至圖資處網站，選擇「表單下載」

→「資訊服務表單下載」→「網路

技術組」後，點選「1. 網路領域名

稱(DNS)申請表」下載申請表，並參

考填寫範例，填寫申請表之後，送

交圖資處網路組。 

4-2 時尚 系統 為什麼學校系統時常出問題 

校內所使用的系統有超過一百三十個系

統，目前皆運作正常，因此歡迎同學可

跟本處校務系統組陳組長聯繫，說明是

那一個系統出問題及原因。 

4-3 時尚 圖書 
希望書可以更多樣化，多進
新書 

圖資處每年購置中、西文新書約 5,300

餘冊，其中中文書籍部分均同步購入國

內各大知名書局出版的熱門書籍。 

此外，每學年上學期圖資處辦理百萬好

書活動，以及下學期辦理線上圖書徵集

活動，透過這些活動，讀者可以選書供

圖書館購置為館藏。 

另外，同學也可以透過圖資處網頁上的

「圖書推薦」功能，隨時上網推薦書刊

資料。 

4-4 建築 網路 Wifi 訊號微弱 圖科地下室 

圖資處預定在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建

置圖書科技大樓的資訊線槽，並重新佈

署全棟大樓的無線網路 AP，屆時圖科大

樓全棟，甚至地下室停車場樓層也會佈

建 7顆無線 AP設備，除了提升無線訊號

強度外，更升級支援 802.11ac 無線網路

規格，傳輸速度可達到 1,167 Mbps以上。 

4-5 金融 網路 
學餐靠裡面的位子 WIFI訊
號很微弱 

關於學餐靠裡面的位子 WIFI訊號很微弱

一事，經圖資處網路組同仁實地測試，

發現訊號強度正常，網路流量順暢。 

若是同學有不同的觀察事實，歡迎同學

聯絡圖資處網路組，提供確切的位置與

時間，供工程師查檢。 

測試結果如下： 



04.圖資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測試地點： 

紅茶冰前、鬆餅店前、Subway前、展

晟前。 

 測試設備： 

iPhone 6 Plus(iOS 版本 12.1.4) 

 測試結果： 

WiFi午餐尖峰帄均 40Mbps。 

遠傳 4G午餐尖峰帄均 14Mbps。 

WiFi下午離峰帄均 150Mbps。 

遠傳 4G下午離峰帄均 2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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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軍訓室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6-1 電子 無菸校園 
為什麼正修為無菸校園地上
卻都是菸蒂 

本校自 104學年度開學對學生實施無菸

校園意願問卷調查，日校及進修部均 76

﹪以上贊成本校成為無菸校園，105年 3

月辦理進修部學生無菸校園公聽會，105

年 4月無菸校園推動小組會議提案討論

通過自 105年 9月 1日起本校為無菸校

園，全面禁止在校園吸菸。遇同學有吸

菸情形，也請立即通知校安中心協處。 

6-2 機械 無菸校園 校園中抽菸人數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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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校官 1200-1300時段於側門不

定時定點輔導，加強菸害取締工作，同

學經登記者依校規處份。 

6-3 電子 無菸校園 希望可開放吸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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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有菸癮的師生遠離菸

害，維護身心健康，倡導不吸菸風氣。 

6-4 帅保 安全 
學校應加強外來人士控管，
帅保大樓廁所疑似有人偷拍 

一、本校為開放校園，除五專生外並無

明顯服飾可供識別，管控部分可邀

集學生代表再進一步討論精進方

式。 

二、如遇偷拍除了當場喝止並且尋求幫

忙、通報校安中心處理外，千萬別

急著要求對方將手機內的照片刪

除，以免證據無法保全。 

三、盡量不要與對方發生正面衝突，搶

奪手機或激怒對方有一定的危險

性，先以保護自己安全為優先。 

四、女同學在上廁所時建議結伴同行，

對周圍提高警覺。 

五、女同學若是穿著短裙、短褲，除了

內著安全褲外，也可以盡量用包包

或隨身物品遮擋，以防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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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體育室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7-1 妝彩 場地 
為什麼桌球教室在室內不開
冷氣 

現場回覆 

7-2 機械 場地 
籃球場能否裝設攔球網，以
防籃球彈出場外 

現場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