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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教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1-1 幼保 教學評量 
學生對任課老師的評分、教
學進度有疑慮如何反應？ 

    師生互動基於信任，如同學對任課

老師的評分、教學進度有疑慮，可於課

後個別向任課教師請教或溝通，如擔心

影響成績也可至系辦或教務處教學發展

中心反應，師長們會保密且適當處理，

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1-2 幼保 加退選 
任課老師不給退選時怎麼
辦？ 

    本校日間部學生選課依「日間部學

生選課要點」及「日間部學生自主選課

要點」規定辦理，學生依加退選程序辦

理退選時，須經任課老師簽名方得辦理

退選。若任課老師因故無法完成簽名

時，可請學生所屬系主任進行協調，或

至教務單位進行後續作業處理。 

1-3 幼保 疫情影響 
防疫方案未訂定線上教學、
防疫演習等．．．。 

    本校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訂定有停課及復課相關規

範，及因應防疫措施病假相關作業注意

事項等，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

教育部指示，規範校園集會活動參加人

數限制，調整授課方式，採遠距教學等

防疫作為。 

    教務處在 4/13 邀請教學單位主管與

系辦行政同仁召開「為因應 COVID-19

疫情本校擬實施遠距教學協調會議」。 

圖書資訊處辦理「遠距教學應用工具」

3/24 教室示範(50 位)及 4/9 線上直播研

習(200 多位老師同步)，提升老師電腦技

能之操作，也示範及舉辦非同步教學之

教育訓練，讓老師實施遠距教學有更多

的選擇模式，對於疫情面臨時應如何處

理有很大的助益。 

1-4 金融 學費 
為什麼大三的課程變少，學
費還是一樣多。 

    本校學則第十二條每學期所修學分

數，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不得少於十

六學分，不得多於廿八學分，三、四年

級學生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

於廿五學分。 

    課程規劃依據各系專業考量安排，

已與金融系主任反應同學的問題，經查

金融系大三的課程:專業必修三科(8 學

分)、專業選修五科(15 學分)、院級選修

9 科(27 學分)，鼓勵同學除了必修外，可

以在規定的學分多修讀專業選修及院級

選修課程。 



01.教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1-5 應外 教師 
授課餐飲會話的許瓏勳老師
讓同學有被針對的感覺。 

    師生互動基於信任，如同學對許老

師的授課方式有疑慮，建議於課後個別

向許老師表達被針對的具體言行及感

受，如擔心影響成績也可至系辦或教務

處教學發展中心反應，師長們會保密且

適當處理，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1-6 幼保 畢業門檻 
解除英文證照畢業門檻，以

助學生專注專業課程。 

    英文證照門檻為學生基本素養，語

言學習中心已重新修訂英語門檻通過辦

法，學生可使用修課或參與英文與相關

活動及取得英語文證照等多元方式通過

畢業門檻。 

1-7 工管 選課系統 

希望學校選課系統可以新增
以上課時間作為搜尋條件的
選項，因為就算是想上的課
也會因為跟必修衝堂而無法
選擇，所以一定只能選擇在
必修以外的時間。在現有的
搜尋方式裡必須一個一個科
系列出所有的課之後再依時

間下去排序做選擇，這樣很
難找到想選的課程。 

    學生選課系統新增「以上課時間作

為搜尋條件的選項」建議事項，將提供

給圖資處系統組，以做為系統新增功能

之參酌。 

1-8 建築 學分 

學分的部分能夠降低一些因
為我不是本科生讀的真的很
辛苦！謝謝辛苦了～ 

    本校學生畢業應修學分數依大學法

施行細則第 22 條及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若因轉學生或因非本科系學生課程修讀

銜接較困難時，可請學生所屬系科課程

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進行課程輔導及選

課，請同學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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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學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2-1 數位 服務學習 
勞作教育要求互相拍照對較

少朋友的同學不友善。 

一、為確實了解同學是否有完成環境整

潔，本項勞掃須以照片來印證成

果，以利老師評分。 

二、若同學因較少朋友或因時段問題朋 

    友無法幫忙拍照時，可向生輔組提   

    出要求,本組將派工讀生一同前往 

    幫忙拍照，方便同學上傳勞作教育 

    系統。 

2-2 金融 服務學習 

以後勞作教育可以不要排在

下午 5:00-5:30 嗎？可以改

成中午嗎？謝謝 

一、依據勞作教育課程實施辦法第三

條、第二項實施時間規定如下：每

人每日(次)，分為上午 07：30~08：

00、下午 17：00~17：30 服務兩個

時段。 

二、為利同學完成環境整潔，本組已將

勞掃區域時段分為:①.普通教室:

下午 5:00~5:30.②.公共區域:活動

中心_早上 7:50~8:10 ;正修路_沒課

就可掃.③.各系館:依各系辦需求

時段。 

三、目前，普通教室時段無法改成中午，

主要是進修部晚上課程結束已將教

室清潔乾淨並交由日間部使用。日

間部也應於白天課程結束將普通教

室環境整理清潔，晚上 6 點交由進

修部使用，日夜循環清理共同維護

校園環境清潔。 

四、如同學有個別的特殊需求須協助， 

    可以至生輔組提出申請調整項目。 



 

 

 

 

 

 

 

 

 

 

 

 

 

 

 

 

 

 

 

  

總
務
處 

有
話
大
聲
說 

回
覆
冊 



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3-1 幼保 設備 
校內滅火器使用後仍被掛
回原處。 

滅火器使用後不得掛回原處，如有上述

情形請通知系辦或總務處營繕組分機

1142或 1143。 

3-2 電子 場地 
籃球場地面不止滑，希望能
重新整修。 

已請專業維護廠商評估。 

3-3 幼保 學生餐廳 自助餐可以提供白粥。 已洽櫃位進行提供。 

3-4 幼保 設備 
幼保大樓六樓可以設置洗
手台。 

謝謝同學建言，派員現場勘查進行增設。 

3-5 電機 設備 電機系館廁所需要翻新。 近期會進行評估是否需要翻新或修繕。 

3-6 電機 設備 
圖書館二樓靠近廁所的空
調聲音吵雜。 

已請維修廠商修繕。 

3-7 電機 設備 垃圾桶不夠。 

校園內已設置足夠垃圾桶，可否明確指

出地點，以便進行評估；請同學與事務

組分機 1146聯繫。 

3-8 金融 設備 為什麼學餐沒有飲水機。 
已有設置，位置在自助洗滌區內，李記

紅茶冰櫃位對面。 

3-9 金融 設備 
人文大樓的飲水機供水量
不足。 

校方進行評估後，再行決定是否增設。 

3-10 觀光 場地 
行政大樓大門階梯遇到下

雨會容易滑倒。 
將進行改善措施，以維安全。 

3-11 觀光 停車場 
停車場車位需改善，並加裝
安全設備。 

可否明確指出改善項目與加裝那些安全

設備；請同學與事務組分機 1146聯繫。 

3-12 資管 電梯 
圖科電梯雖有定時保養仍
時常故障，建議更新。 

進行年度保養時將重新評估是否更新。 

3-13 休運 停車場 
停車場出入口感應不良，更
新條碼後仍無法改善。 

請同學與事務組分機 1146聯繫。 

3-14 休運 設備 
生創大樓地下一、二樓廁所
沒有洗手乳、衛生紙販賣
機。 

轉知廠商，並請其評估是否增設。 

3-15 休運 設備 
27-0402冷氣壞掉一直沒有

人來維修。 
已請維修廠商立即檢修。 

3-16 休運 設備 
籃球場旁飲水機供水量極
小。 

已請廠商前往查修。 

3-17 數位 設備 
幼保大樓一二樓的女廁味
道有點重，希望加裝風扇保
持通風。 

評估改進後即加裝風扇保持通風。 

3-18 土木 設備 
南校區 17-0307 講檯椅子
報修已久，還未處理，有些
桌椅已壞掉。 

立即請同仁前往處理。 

3-19 機械 停車場 

希望能開放 D棟給大型重

機，雖然學校有專屬停車場
但離上課地點實在是有段
距離 如果要提升費用我也
願意，麻煩學校列入考量。 

目前尚無此規劃。 

3-20 機械 停車場 停車場地面不平整斜坡凹 近期將派員前往現場勘查後改善。 



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洞。 

3-21 工管 宿舍 
文山宿舍床具太舊、文山宿
舍冷氣太舊、文山宿舍冰箱
太舊會漏水。 

近期將派員前往現場勘查評估後改進。 

3-22 土木 停車場 
校內停車場亂停車的問
題，就算有貼勸導單仍無改
善。 

本學期共有 117位違規同學記小過處理。 

3-23 機械 設備 27-0405冷氣壞掉。 已請維修廠商立即檢修。 

3-24 建築 停車場 

為什麼停車場不以號碼去
停車，排到什麼號碼就停那

個格子，每次來上課停車都
會看到很多沒有停在格子
內的車子，甚至是車位都很
難找？ 

早期本校是採對號停放，但已不合時

宜，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停車場頂樓

沒人要停、車位被其他人佔用、排隊搶

車位等等，因此改為不對號停放。 

3-25 幼保 設備 
22-0501和 22-0502教室冷
氣會跳到，沒有辦法吹。 

已請維修廠商立即檢修。 

3-26 建築 設備 
圖科大樓 15-0909教室冷
氣熱爆 根本沒風 已經好
幾個禮拜了 

已請維修廠商立即檢修。 

3-27 企管 設備 
18-0402 攜式投影布幕 下
左邊有點破掉 

已通知廠商進行更換。 

3-28 妝彩 攝影機 

希望學校能夠公開各處有
正常運作的攝影機地點，讓
學生知道學校攝影機不是
裝飾品，第一可以預防犯
罪、第二可以讓遇到危險的
學生能夠跑到最近的攝影
機用來嚇阻嫌犯或是拍攝
到臉部外觀。  
嫌疑人照片張貼在警衛室
除了走路的學生外根本沒
有人會看到，應該公布照片

在各班級或是張貼在學校
的電梯讓學生知道，希望學
校能夠正視校園安全，因為
不只有大學生，學校還有幼
稚園的以及五專生。 

本校裝設之監視器非裝飾品且運作正

常。監視器本身僅提供有限之嚇阻作用

與紀錄，無法防範有目的之犯罪行為。

為考量校園整體安全及個人隱私權利，

有需求之教職員生可至保管組進行登記

查詢監視器之位置。 

3-29 餐飲 設備 天氣很熱冷氣為何不能開。 開學至今冷氣設備皆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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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軍訓室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4-1 幼保 無菸校園 
學校如何解決校門、校內、
人行道學生抽菸問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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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全校師生們共同實施勸導，並立即

通知校安中心協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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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區時機實施部不定期勸導，值班

校官 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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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 至

4 月份菸害取締及處份人數，計 287

人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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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機械 無菸校園 
校內抽菸問題嚴重影響到上
課狀況。 

4-3 妝彩 無菸校園 希望學校可以增設吸菸區。 

4-4 視傳 無菸校園 

生創這棟一直都有學生抽菸
的問題，校內不是禁菸嗎？

為甚麼從上學期大聲說就已
經有提出來的問題，到現在
還是縱容著讓那些學生影響
更多學生的健康跟權益？ 
上一次的大聲說是說會派教
官來巡視，但效率真的不
高，打電話通報到走過來的
時間早就讓那些學生爽爽抽
完一整隻煙了。 
在大聲說裡填同樣問題的人
可能不多，但是厭惡在學校

裡仍聞得到因為的人絕對不
亞於填表的那些人而已。 
請學校重視這個有關全體學
生、特別是在生創院上課的
學生的健康問題。 

4-5 幼保 違規停車 
學校如何解決大門、側門違
停？ 

1. 學校以往運用系週會、正修新鮮人 FB

網頁、各種管道等實施宣導，善意提

醒並予以規勸。近日，因學校周邊圍

牆外違規停車亂象頻仍，甚至影響行

人公共動線，警政單位拖吊取締多

次，請同學勿以身試法。 

2. 另外，學校停車場仍然不少違規停車

累犯且未依規定繳費的同學，日前總

務處已依校規處份，各輔導教官針對

各科系，實施通知及個別輔導，以建

立正確觀念。亦請同學相互規勸，依

校規申請車位並實施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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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體育室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5-1 餐飲 上課方式 

羽球老師 李○○ 

1.上課時學生人數眾多，有些人

被分配到一些比較不安全的場地

(活動中心的舞台上)。 

2.希望不要將課程分成上下場，

因為上半場的同學時間一到就可

以離開，但是下半場的同學要花

時間等到時間到才可以打球，覺

得不公平且浪費時間。 

3.我們的分數也不公平透明，餐
飲女生期中分數 60分但是其他
同學都是 70分，去詢問老師原因
得到的回覆是同學態度不佳，但
是我們上課時都認真得打球只是
累的時候會在旁休息一下，如果
因為這樣構成老師認為態度不
佳，會讓人覺得不公平。 

體育室回覆： 

1. 已與老師瞭情解情況，後續會調

整上課場地分配。 

2. 本學期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體育課人數較多班級全面

採分流授課，請同學見諒。 

成績部分會請老師秉持專業採公

平、公正原則來評量學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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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學生會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6-1 資管 會務建議 

學生會口口聲聲說要透明，

在 Dcard上面一堆人說對財

務有問題，就去學生會辦公

室看，但時至今日，外面的

報表依然只更新到 11月，你

們是不是藉機壓下一些有花

費的項目，而不讓學生知

道？你們的學生會在 Dcard

護航蠻認真的，任何批評的

人都會被出征，難道現在說

實話就會出事？難怪很多人

都說學生會吸血，連張報表

都不能照時間提出，更別說

會長還只有一個候選人了。 

1.學生會所有財務報表都需經學生議會

的例行會議審核通過，近期將會補上所

有報表都有經費委員會審查，如有疑慮

歡迎親自至辦公室詢問。 

2.根據學生會選舉罷免辦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若同學符合資格還舉委員會與學

生會並不會對候選人資格進行干涉，歡

迎同學踴躍參選。 

6-2 視傳 會務建議 

我是視傳系的，為甚麼選單

中沒有視覺傳達設計系（前

時尚系）....... 

針對這個問題已作修正，抱歉沒有注意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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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電機系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7-1 電機 專業課程 
多辦理與電機相關的證照輔

導班。 

目前系上的機電整合丙和乙級、工業配

線丙級等證照輔導班都需要學校有關單

位持續地挹注經費，才能一期又一期不

斷地舉辦。為了厚植系上學生未來在職

場上的競爭力，系上必會盡力爭取經費

來為同學舉辦各種證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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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幼保系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8-1 幼保 學程 
幼教需設立教育學程，擴展
學生就業機會。 

已協助師資培育中心完成申請書，待教

育部 110 學年度審查核定後，方得有機

會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