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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教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1-1 幼保 教學方式 

在疫情去年開始延燒，遠
距教學應該就要讓老師跟
學生們都有意識或有實際

操作，為什麼到了這次真
的實施遠距教學，不僅有
學生們不清楚且有部分老
師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或乾
脆直接選擇出作業的部
分，是不是會影響到學生
的學習進度？ 

謝謝同學反映。 
    本校從去年疫情開始就制定「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停課及復課

相關規範」及「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採遠距教學規範」，規定停課期
間授課方式及規範。 
    本校圖書資訊處於去年至今年為因應
遠距教學，也舉辦數次遠距教學教師研習，
說明如何實施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 
    本次全校停課，教務處立即啟動全校
教師填報「線上教學實施方案調查表」，停
課期間學生以線上學習(即同步或非同步
遠距教學)為原則，專題討論、實作、實驗、
服務學習、體育課程，教師得視情形採線
上學習或彈性學習(如調整課程內涵、方式
與時數、自主學習等)。 
    註冊及課務組將持續要求教師遠距教
學的教學品質，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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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學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2-1 
五專 
建築 

校園防疫 

因應疫情趨緩，應適度開放使用
空間。EX 圖書館討論區、校園與
宿舍的天橋依政府的防疫規定
聚集百人，且現在規定持續放

寬。 

本校目前防疫工作確遵衛福部 110 
年 3 月 1 日「COVID-19 因應指引- 公
眾集會」公告規定辦理，管制期間不
便之處，請同學忍耐。 

2-2 企管 天橋 

因宿舍至正修路程車輛較多， 詢
問天橋是否可以開放。 

目前我國針對疫情管制仍未解除，為
利校園體溫測量落實執行，南校區與
正修宿舍間天橋持續封閉中， 
俟中央疫情中心解除體溫測量措施
後，再行開放，管制期間不便之處，
請同學忍耐。 

2-3 觀光 選舉 

希望學校、課外活動組、學生會
能重新選議員的票，因為 4號候
選人 100票一定是在選票期間拉
票才會得到那麼多票的，都說不
能拉票，可是觀光系的系會長到
處拉票，希望能重新選，不然對
那些出來選的人很不公平。 

學生會選舉流程依法執行，選舉當日也

未收到檢舉事項，對於該名學生之行為

並無相關實證，後續相關事項依據本校

學生會選舉罷免辦法執行。 

2-4 觀光 
系學會 

財務 

希望學校這邊能落實的關心各
系的系學會的財務報表，因為觀
光系的財務報表根本就是亂做
一通，帳務都對不上，根本可以
自己花錢買的東西很喜歡動用

到學生交的系會費，希望能落實
的調查，捍衛學生的錢，繳了那
麼多錢還被觀光系學會拿去吃
喝玩樂。 

系學會由系主任與指導老師輔導相關財

務事項，課外組規劃另於會議，委請主

任與輔導老師加強管理與輔導。 

2-5 資管 

宿舍 

文山宿舍舍監老師防疫未完全 宿舍老師均依防疫規定，每日詳實量測

體溫，且全程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個

人清潔，是否能提出更具體內容，以供

宿舍老師改進。 

2-6 數位 
文山宿舍宿舍吳老師在交談時，
未防疫，不願意傾聽問題，感覺
很糟糕 

已要求宿舍老師，處理學生問題要同理

心及多點耐心。 

2-7 觀光 
文山宿舍吳老師態度很差想講
話都不行，他一直說一直說啊就
都給他說啊，根本不想解決問題 

2-8 企管 

文山宿舍吳老師給人感覺很糟
糕，每次反應問題都把問題推回
學生，明明就是宿舍問題，硬要
狡辯，根本無法溝通 

2-9 電機 

文山宿舍為什麼有時候服務台
都 11點多關？不是到 1點嗎？ 

已要求文山學園服務台，服務至門禁時

間，若正逢老師處理學生問題或巡查時，

可電話聯絡老師協助處理(聯絡電話張

貼於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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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學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2-10 機械 
文山宿舍為什麼有時候 5點服務
台都沒有老師？想問事情都找
不到老師 

宿舍老師有時處理住宿生事務時，會暫

時離開服務台，若有問題可告知櫃台幹

部或志工，立即聯絡宿舍老師處理。 

2-11 觀光 

正修和文山宿舍很多人很喜歡

在空曠地點抽菸，幹部根本沒有
要管的意思，就只是坐在那邊吹
冷氣爽爽度過一個學期，希望學
校這邊能再加強幹部的要求而
不是放任他們過一個學期，拿免
住宿費的理由繼續當幹部，希望
希望可以看到幹部有改變，不然
都不要幹部給老師一個人處理
就好了啊！可以看到幹部有改
變，不然都不要幹部給老師一個
人處理就好 

1.學生在宿舍內抽菸問題，近期亦有查

獲多起違規抽菸同學，除予以告誡規勸

輔導外，並依校規記過懲處，同時持續

加強查察、宣導鼓勵同學發現違規實情

時，應立即向宿舍老師反映揪出違規者，

予以懲處警惕。 

2.持續加強幹部教訓練，並針對抽菸巡

查。 

2-12 觀光 

1.希望文山宿舍的幹部的訓練
能再加強，因為也同學只是問他
們問題，他們就狠心不甘情不願
的回答，好像打擾牠們滑手機、
看電視，每次都是把窗戶關起來
坐在裡面爽爽的吹冷氣，都沒有
社交距離的意思。 
2.希望文山宿舍的幹部可以遵

守樓下撞球室的使用時間規定
時間倒也沒有要離開的意思，還
在繼續打，身為一個幹部不要那
麼濫用職權，不然我們遵守時間
的都是白癡嗎?希望能加強幹部
訓練。 
3.文山宿舍的幹部該值班時間
一直使用手機是感覺不在意現
場人流動向，除了滑手機不然就
是一直在裡面吹冷氣，不做身為
幹部該做的事。如果這樣的話可
以把文山宿舍幹部廢掉或是換
一批盡責的人。 
4.在 5/15 文山宿舍老師有宣導
離開房間要配戴口罩，繼續在那
邊吹冷氣聊天文山宿舍幹部當
老師的話是耳邊風，是否想要讓
全宿舍的人得到新冠肺炎。 

5.希望文山宿舍的幹部不要沒
事就在那邊吹冷氣滑手機根本
無所事事的，要吹冷氣就回房間
吹就好了啊!工讀生就算了。 

將配合每月宿舍幹部會議及每學期幹部

知能研習，強化幹部素養，提供更好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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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3-1 
五專 
建築 

設備 
電梯 

圖科大樓編號 11 號電梯疑電腦
系統有問題，常有電梯不連貫之情
況。 

11 號電梯為無障礙電梯( 屬獨立
運行)，圖科大樓電梯連動設定僅 9 號
與10 號。 

3-2 電子 電子系館希望增設電梯。 目前進行評估中。 

3-3 機械 

建議機械系館電梯不要有開
延功能，因有學生隨手按開延導
致真正需要電梯學生等很久，
建議拆除或改良。 

機械系館電梯為無障礙電梯，依法規
必須設置「開延功能」，請同學乘坐電梯
時保持公德心，不要任意按開關，影響到
其他同學的乘坐；將請系辦協助宣導
乘坐禮儀。 

3-4 幼保 
行政大樓的電梯關門速度較
快導致不小心會有人員夾到。 

電梯維護廠商已進行調整與檢修。 

3-5 建築 

設備 
冷氣 

圖科大樓 15-0902 冷氣不涼， 人多
導致空氣不流通、悶熱。 

冷氣維護廠商進行檢修中。 

3-6 土木 幼保大樓22-0205冷氣不太涼 已派員前往查修。 
日後如有故障情形，請善加利用線上
報修系統（可洽請系辦人員協辦），
以便立即派員前往檢修。 

3-7 建築 
圖科大樓 15-0902 冷氣壞掉，經常
不涼 

3-8 土木 土木系館 整棟 冷氣壞掉 

3-9 建築 

設備 
投影機 

圖科大樓 15-0902 投影機解析
度差。 

已轉知建築系系辦進行檢視。 

3-10 機械 
圖科大樓  150709 投影機時
好時壞。 

經派員檢修測試正常運作；將增加該 
設備之巡檢，以利改善。 

3-11 幼保 
幼保大樓 22-0502 投影機不清

楚。 

原設備送修中，目前為備用機。 

3-12 幼保 
許多教室的投影設備不清晰， 建
議可時常檢測。 

每學期開學前皆進行設備檢測，以提
供師生良好的教學設施；檢測頻率將 
增加為每學期 2 次。 

3-13 電子 

設備 
飲水機 

生創大樓 2、3、4 樓，飲水機時常
無水 or 水量很小。 

5 月 3 日廠商前往查修，皆正常運作無損
壞狀況；未來請同學善加利用線上報
修系統，以便立即派員檢修，縮短維修時
程，提供同學完善的學習環境。 

3-14 電機 
南校區  三樓飲水機無法使

用。 

3-15 休運 
生創大樓 27-B2 飲水機沒有冰
水。 

3-16 建築 
飲水機(籃球場旁)(設計教室
旁)壞掉。 

3-17 幼保 
22-0200 的飲水機根本是壞
的，還要到一樓或三樓。 

3-18 電子 

設備 
投影幕 

生創大樓 27-0202 投影幕會突
然升上去，按鈕案不了。 

電子講桌內建電腦軟體已重新安裝。 

3-19 電子 
生創大樓 27-0204 投影幕會自
動升降，報修過了也沒改善。 

電子講桌內建電腦軟體已重新安裝。 

3-20 機械 
27-0404 教室投影布幕會自己自

動升降。 

電子講桌內建電腦軟體已重新安裝。 

3-21 幼保 15-0302 教室投影燈不清楚。 原設備送修中，目前為備用機。 

3-22 電子 
設備 
電腦 

生創大樓 27-0202 電腦櫃失
靈，很難控制。 
 

電子講桌內建電腦軟體已重新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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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3-23 電工 
27-0204 的講桌系統有問題， 螢幕
自動回收，麥克風故障。 

電子講桌內建電腦軟體已重新安裝。 

3-24 工管 
10-0306 電腦教室設備嚴重
故障。 

已轉知工管系系辦進行檢視。 

3-25 幼保 
圖科大樓 15-0301 講桌麥克風
壞掉。 

經派員檢修測試正常運作。 

3-26 資管 圖科大樓 15-0506 電腦壞掉。 經派員檢修測試正常運作。 

3-27 餐飲 

17 棟的電腦時常故障。 經派員檢修測試正常運作；檢修發
現以下狀況： 
1.17-0306 講桌感應晶片被拔除 
2.17-0308 講桌插頭被拔除 
3.17-0408 講桌背板線被拔除 

3-28 電機 

設備 
廁所 

南校區 男廁廁所門及洗手檯損
壞嚴重。 

已請同仁現場勘查與修繕。 

3-29 幼保 
幼保大樓廁所需常補充洗手
乳。 

已請清潔公司加強巡檢，補充洗手乳
與酒精消毒液；27-B1 及 B2 已通知廠
商加裝洗手乳架。 

3-30 休運 
建議在 27-B1 廁所放置洗手
乳，且生創的酒精經常沒有。 

3-31 數位 幼保 5 樓女廁所門壞了。 已請同仁現場勘查與修繕。 

3-32 資管 
圖客大樓 靠 15-0807 男廁容易
阻塞。 

已請同仁現場勘查與疏通。 

3-33 電機 

設備 
課桌椅 

人文大樓 11-0612 教室課桌椅

損壞嚴重。 

已請同仁現場勘查可修繕則立

即修繕，針對損壞嚴重桌椅立即搬離，
以維 
護使用安全。 

3-34 電機 

南校區 17-0307 桌椅不足 已派員前往補足。  
日後如有故障情形，請善加利
用線上報修系統（可洽請系辦
人員協辦），以便立即派員前
往檢修。  

3-35 數位 
設備 
垃圾桶 

垃圾桶負荷不了垃圾量。 校園垃圾桶時常有同學將班級或辦
理活動之垃圾丟入，造成溢出及使
用上的不便，再次請各班級代表及
學生會協助宣導自行將班級或辦理
活動之垃圾送至垃圾資源回收場，
共同維護校 
園乾淨及整潔。 

3-36 電子 維修 
報修系統希望可以開放給服
務股長。 

研議中。 

3-37 建築 

停車場 

後門停車場感應入口有感應不
良的問題。 

經測試，現場設備皆無損壞。 

3-38 休運 

後門停車場感應器不靈。 感應不良狀況有以下原因：  
1.未登記。 
2.未繳費。 
3.感應貼紙耗損。 
如遇感應不良狀況請先查詢是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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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登記或未繳費，如果確定已登記並繳
費者，請至正門守衛室，請守衛人員
協助 

3-39 幼保 建議車位加大。 未來重新規劃時，列入考量。 

3-40 幼保 
加強取締未立中柱機車。 目前並無相關規定可取締，未來再加

強宣導，並請同學發揮公德心，勿影 
響他人停車權益。 

3-41 建築 

學餐 

學餐是否要增加攤位? 目前因學餐空間有限，增加新攤位有 
困難，如未來空間擴大即會增加。 

3-42 資管 
希望增設麥當勞。 先前已與麥當勞及肯德基等業者洽

談過，肯德基無意願進駐另麥當勞評估

考量中。 

3-43 數位 
希望八方雲集重開或進駐新
的業者。 

已於 4 月 8 日正式重新營業。 

3-44 幼保 

學餐選擇性不多，導致學生若需
至外購買會有時間不足或是安
全問題，希望學校能夠再洽談一

些機構或是店 
家。 

目前因學餐空間有限，增加新攤位有
困難，有持續規劃新店家或機構，如
舊攤位退租即與新店家或機構洽談

進駐事宜。 

3-45 幼保 
 

用餐的桌椅不夠，希望可多加開
放。 

目前因防疫期間為配合防疫措施，須 
調整桌椅數及用餐間距，待疫情趨緩
會立即恢復正常用餐環境。 

3-46 餐飲 
學餐高腳椅、桌椅壞掉，使同學
受傷。 

已將故障品撤除，目前準備購置堅固 
耐用之高腳椅。 

3-47 幼保 租借 

在辦理活動時已有提前跑完流
程借用場地，但學校有時會臨時
告知有校務活動不得租借，在事
後才會被告知需改地點或日期，
導致辦理活動上不便或是成效
不完善。 

經向幼保系及保管組承辦人詢問並
無同仁或學生反映，因此無法得知確
切辦理活動之地點與日期，故請同學
提供明確資訊，以利查證及檢討。 

3-48 觀光 

環境 

希望學校能再加強宣導運動球
場的的學生能隨手攜帶走自己
的垃圾，清理的又不是他們，而
是勞掃的學生或學校打掃的阿
姨們，希望能將心比心一下。 

將協同學務處生保組加強宣導相關
事項，提升大學生應有之道德素養。 

3-49 土木 

校園環境、每棟大樓除了學餐影
印店隔壁有好好做回收分類校
園其他地方都沒有 
1.希望每個垃圾桶旁邊能增設
廚餘桶(清潔阿姨可能會很辛苦
⋯) 

2.還有生創教室不要放垃圾桶
了因為也只是會亂丟而已 
3.還有生創 3 4 5樓的飲水機常
常沒水快壞掉了看起來也很老
舊 

1.目前已於學生餐廳與圖科後方垃
圾場設置廚餘集中處，未避免環境更
加髒亂與蚊蟲、老鼠孳生，故不再於
各處增設廚餘桶。 
2.教室內垃圾桶應屬各班自行清理，
請要求各班值日生負起責任。 

3.生創飲水機機台更換作業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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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總務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4.另外學生會可以找環保用品
的廠商來學校擺攤嗎 最好能發
文宣傳 不然每天中午吃學餐都
用免洗筷很不環保 

5.還有希望學校可以有全家或
早餐店進駐 

4.隨身自備環保餐具袋，愛自己、愛
地球，共創無塑綠生活。 
5.因校內空間有限且目前已有7-11
駐校營業，未來考量增設其他類型早

餐店供大家多樣選擇。 

3-50 觀光 
設備 
冷氣 

數位講桌 

在 18-0202教室上課的時候，學
生和老師反映 
1.冷氣不涼 
2.數位講桌根本就是壞的， 
已經報修了，過了一個禮拜還是
壞的狀態。 

1.冷氣設備已派員前往查修。 
2.數位講桌設備檢修運作正常無異
狀。日後如有故障情形，請善加利用
線上報修系統（可洽請系辦人員協
辦），以便立即派員前往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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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圖資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4-1 
五專

建築 

系統 

課程中教授們使用影片增

進課程，但時常在使用網

頁中出現不當廣告。EX:賭

場、X 藥。所以希望學校安

關[adblack 的開源插 

件]解決。 

謝謝同學的問題反應，圖書資訊處 

回覆說明如下： 

圖書資訊處資訊教育組負責管理的六間電 

腦 教 室 (11-0406,11-0407,11-0409,11-

0411,11-0505, 

11-0506, 11-0508)，這六間教室 

的所有電腦皆已安裝廣告攔截程 

式。也會轉知各系所此一訊息。 

4-2 機械 

學校如果有重要的訊息

(例如: 選課、服務學

習、勞作教育....等)通

知學生知道，盡量以容易

關注到的方式讓同學得

知，因學校官網學生並不

常關注，使大多數的人在

事情快結束才得知訊息。 

謝謝同學的問題反應，圖書資訊處 

回覆說明如下： 

1.圖書資訊處所開發的校務行政系統係提

供全校不同單位使用。例如選課系統為教

務處，服務學習、勞作教育屬學務處。各

行政單位可選擇不同的通知管道，例如得

於學校網站公告，得用紙本方式通知， 請

導師代為轉達，或寄 email 通知。 

2.圖書資訊處已提供 gcloud 信箱做為全

校公用信箱，以傳達資訊、通知或連絡之

用。 

3.因各單位通知管道不同，建議同學們可

多關注正修新鮮人及各系所粉絲團以得知

訊息。 

4-3 土木  

訊息網、ilms、

eclass2.0好像學校有更

新過，進去網頁的時候都

等超久，超慢，甚至進不

去 

iLMS、Eclass2.0部分回覆如下： 

本校自 5/16起，實施遠距教學，因為部分

師生上傳大容量的教材或作業等檔案，致

使 iLMS、Eclass2.0 的運算資源與頻寬趨

於飽滿，進而出現反應延遲或無法登入的

情形。 

圖資處已經增加運算資源與網路頻寬，因

應近期遠距教學使用人數與資料暴增。若

還是出現上列情形，可稍後再登入，或洽

詢業務負責人葉家綸先生(#2755)。 

 

訊息網部分回覆如下： 

訊息網的登入，經過測試皆會在 2 秒內完

成，因此若等待時間非常久，建議檢查網

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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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秘書處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5-1 觀光 工讀生 

學校這邊可以再加強各個

處室工讀生的訓練嗎?因

為學生接到工讀生打的電

話或找工讀生問的事情，

工讀生根本就很不爽的回

答，如課外活動組等等。 

1.已告知各單位加強對工讀生的服務態度

及禮節訓練。 

2.課外活動組會針對組內工讀生在電話禮

儀和接待應對部分加強教育訓練，也會要

求工讀生需熟悉該組內各項業務，以避免

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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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安中心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6-1 
五專 

建築 

吸菸 

學校用校規管理無效，就要有配

套措施應對!EX 設立吸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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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訓暨校安中心除利用相關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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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巡查負責區域教官及值班教

官，配合校園巡查責任區時機實

施不定期巡查及勸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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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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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幼保 
學生活動中心 2 樓電競館後

面，時常看到有人在外面抽菸。 

6-3 資管 

樓梯間吸菸的問題仍層出不窮，

建議加裝監視器、吸菸警報器，

達到歇止效果(沒成效將函送教

育部) 

6-4 視傳 

校內仍有學生、工友、老師抽菸，

包含但不限於生創一、八、九樓

跟頂樓。上學期大聲說教官回覆

會請衛生局來開罰，但不見學校

積極處理，應找其他有效方法。

有試過撥電話至教官室，但效果

不彰，教官到達時抽菸同學也已

經離開。 

6-5 資管 
加強取締機車臨停在步道上，並

落實「無菸通學步道」 

6-6 資管 15-0506 旁樓梯菸味太重。 

6-7 資工 27 大樓菸味很重。 

6-8 資管 

圖科大樓總共 4 個樓梯，除電

梯旁的樓梯外其餘都是煙味，下

課時都會看到有學生抽煙，請問

學方何時會加強取締?？ 

6-9 觀光 
人文大樓後方樓梯，禁菸區煙蒂

絲毫未改善。 

6-10 其它 

羽球場樓梯間有人抽煙，請問是

否可在窗戶安裝抽風機，或是古

箏社可以申請將鐵門關上？ 

6-11 幼保 

幼保棟地下室與樓梯間會有煙

味與煙幕。 

 

 

6-12 幼保 校園安全 

校園內行車安全疑慮，有時駕駛

者開太快或者是機車駕駛者未

戴安全帽問題，導致學生在校園

行走時還是會有交通安全疑慮，

希望能夠多加管制類似問題。 

納入般會討論議題及年度交通安全

教育宣導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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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安中心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6-13 
五專

建築 

校規 

學校規定五專三年級前的學生

不得於校外用餐，因此學生僅能

吃學餐的食物，但因食物多樣性

不足， 造成全素的同學自帶食

物或違反校規至校外用餐。 

為保護本校五專生在校學習及安全，

本校訂定「五專生生活輔導要點」，

規範對象為五專生一至三年級(比照

高中職生)，生活輔導要點明定五專

一、二、三年級學生進出校園仍需受

到管制；另五專生四、五年級比照大

學部， 進出校園不受管制。 

高市教育局說明，目前僅研議放外食

訂購，並沒開放學生中午到外用餐，

外食部分基本上會尊重各校自行規

範。其實高中職校午餐現況已很多

元，部分學校校內有超商，有的設置

員生合作社(本校學生餐廳有 9 個

攤位供學生選擇)，部分學校更可訂

外食。 

6-14 
五專

建築 

依照規定，五專學生應著規定服

裝，但不會有人喜歡幾乎每天都

穿美觀度不佳，且不透氣的衣

服，故希望放寬天數。 

為保護本校五專生在校學習及安全，

本校訂定「五專生生活輔導要點」，

規範對象為五專生一至三年級(比照

高中職生)，生活輔導要點明定五專

一、二、三年級學生進出校園仍需受

到管制；另五專生四、五年級比照大

學部，進出校園不受管制。 

6-15 
五專

建築 

人行道 

因該處屬於標線型人行道，因此

無實體保護效果，但由於先前已

陳清希望實體化遭被拒絕，故現

希望能有鐵圍欄保障行人。 

人行道屬公共用地非校園用地，相關

意見將轉由請市政府相關單位協助

處理。 

6-16 電機 

希望在校外的人行道的部分能

加強管理，不要再有許多垃圾在

人行道上。 

6-17 資管 

交通安全 

很多學生未依箭頭號誌行駛就

逕行右轉請學校直接發公告至

各班班級櫃進行宣傳。 

納入班會討論議題及交通安全教育

宣導。 

6-18 應外 
正修路學生騎車逆向嚴重，側門

兩側經常有汽車暫停妨礙交通。 

6-19 休運 吸菸 

生創大樓 地下一樓電腦教室

外、每層樓之開放空間（花圃）

每天、每堂課都有同學在抽煙，

卻從沒看見教官或老師在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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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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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安中心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只用勸導根本沒有，正修側門貼

著禁菸校園不覺得自打嘴巴

嗎？還是說教官跟老師也會在

學校抽煙所以因此而無法管制

和取締違規呢（當然我希望不要

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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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安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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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各個巡查負責區域

教官及值班教官，配合校園巡查責任

區時機實施不定期巡查及勸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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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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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學期(109 年 9 至 110 年 1

月)菸害取締及依校規懲處人數，計

398人次。109-2學期(110年 2月至

今)，菸害取締及依校規懲處人數，

計 152人次。 

5. 感謝同學們寶貴的意見，學校吸

菸的問題仍然存在，未來我們將會更

積極，尤其在一些熱點區域，加強菸

害取締工作。也請同學們發現類案

時，能隨時向校內師長或校安中心反

映，亦呼籲請全校師生們共同實施及

時勸導，一起營造健康愉悅的環境與

和諧校園氛圍。 

6-20 建築 

"請學校正面回應校園菸害問

題，且既然學校跟教育部有無菸

之共識，那為何不見教官積極取

締？ 

除此之外，若是無法徹底處理該

問題，那就應該設立吸菸室，而

不是拿學生的肺開玩笑！" 

6-21 
五專 

建築 
五專生 

麻煩學校針對五專制服、校外用

餐規定直接回應，我要的是原

因，沒有想要知道是校規的的幾

條！ 

 

 

麻煩學校針對五專制服、校外用

五專生穿著制服說明 

一、學生法律地位： 

(一)刑法 

第 18 條第二款：十四歲以上未滿十

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其法理依據為未滿 18 歲之人心智未

成熟，故不得負擔完全刑事責任；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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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安中心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餐規定直接回應，我要的是原

因，沒有想要知道是校規的的幾

條！ 

 

 

 

 

 

 

 

 

 

 

 

 

 

 

 

 

 

 

 

 

 

 

 

 

 

 

 

 

 

 

 

 

 

 

麻煩學校針對五專制服、校外用

餐規定直接回應，我要的是原

如涉及民事賠則部分，由法定代理人

負連帶之責。 

(二)民法 

第 12條：滿二十歲為成年。 

第 13 條第二款：滿七歲以上之未成

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第 187條第一款：無行為能力人或限

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者，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

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

為時無識別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 

其法理依據係針對未成年人無完全

行為能力，故損害賠償由法定代理人

負連帶責任。 

二、家長對學校的期待： 

(一)學習上獲得專業能力授予。 

(二)品德上賦予優質品格教育。 

(三)生活上提供多元輔導照顧。 

(四)安全上預防不法因素侵害。 

三、生活輔導規劃： 

依前述法律責任及家長期待，未滿18

歲未成年人於求學期間，應受一定程

度的保護，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發

展，衡酌未成年人於學校階段學生成

長生理需求，擬訂定學生在校相關規

範，以健全學生身心發展、提升學習

品質。基此，依據本校本校校園條件

及社會期待，並考量校園安全、交通

狀況及家庭需求等因素，規劃五專生

校園規範事項，說明如次： 

(一)制服方面 

1、區分夏季短袖制服及運動服、冬

季長袖制服及運動服兩類。 

2、專一至專三年級生著制服；專四、

五年級生比照日間部四技學生穿著。 

3、一般課程學生須著制服，體育課

及社團活動時間(星期三)著運動服。 

(二)教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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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安中心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因，沒有想要知道是校規的的幾

條！ 

 

 

 

 

 

 

 

 

 

 

 

 

 

 

 

 

 

 

 

 

 

 

 

 

 

 

 

 

 

 

 

 

 

 

麻煩學校針對五專制服、校外用

餐規定直接回應，我要的是原

因，沒有想要知道是校規的的幾

1、採固定教室方式教學，由授課老

師至班級上課，學生除體育課或專業

課程外不更換教室。 

2、建議幼保大樓 2 樓綜合教室為班

級教室，位置為學校中心點，該棟大

樓一樓有校安中心及生輔組，利於學

生生活輔導。 

(三)住宿規劃 

1、不強制學生住宿，依實際需求可

申請住宿正修宿舍，並於統一樓層管

理。 

2、目前正修宿舍 986 床位，學生提

出申請即保證入住。 

(四)安全方面 

1、學生上課期間，無正當事由或未

完成請假手續不可離校，並另訂定相

關輔導辦法。 

2、專一至專三需著制服有利識別，

避免學生受外力侵襲或高年級生霸

凌保障學生安全。 

四、高雄地區他校作法： 

(一)輔英科大 

1、制服方面：專一至專三上課期間

穿著制服，社團活動及體育課著運動

服。 

2、教室方面：專一至專三，採固定教

室教學；專四、五比照四技學生。 

3、住宿方面：由學生自由申請。 

(二)高雄餐旅大學 

1、制服方面：專一至專五上課期間

穿著制服，社團活動及體育課著運動

服。 

2、教室方面：採固定教室教學，另專

業課程於專業教室授課。 

3、住宿方面：專一至專三需統一住

宿舍。 

(三)文藻外語大學 

1、制服方面：專一至專三著低年級

制服，專四至專五著高年級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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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安中心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條！ 2、教室方面：採固定教室教學，另專

業課程於專業教室授課。 

3、住宿方面：由學生自由申請。 

(四)海洋科大(旗津校區) 

1、制服方面：專一至專五於專業課

程時，著輪機服；餘無須穿制服。 

2、教室方面：採固定教室教學，另專

業課程於專業教室授課。 

3、住宿方面：由學生自由申請。 

6-22 建築 交通安全 

正修路與公園路 交界處的斑馬

線 交叉路口車流量大…每次走

斑馬線都感覺隨時會被撞…汽

機車也不懂的禮讓行人…真的

很困擾，雖然不是校內問題，但

是希望透過這個管道能傳達學

生們的心聲，如果是學校能力所

及的範圍，希望能改善行人安全

這部分的問題，謝謝你們。 

此區域為學區與醫療院區交通熱點，

上下學顛峰時間車流量大，請同學出

校門務必小心行走，行人隨時隨地都

要遵守交通秩序，且要注意周遭之人

車動態，以防範突發之交通事故。 

另提醒同學應遵守交通規則如下： 

1.應靠邊行走，遵守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揮。 

2.應行走行人穿越道，注意左右有無

來車，小心迅速通過。 

3.過馬路前不站離馬路太近，不在車

陣中穿越馬路。 

4.切勿邊走路邊滑手機。 

5.夜間走路應穿著顏色鮮明之衣服。 

而人行道本非屬校園自用地，本校實

無管理權責，同學反映相關意見已轉

請市政府相關單位協助處理。如再有

任何其他問題，請至校安中心反映，

將由業管人員親自清楚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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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學生會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7-1 其它 其它 

交接晚會可以不強制只能穿復

古風嗎？因我們有 12 人參加，

無法 12 人都去借這樣衣服？ 

1.衣服不強制規定，但活動主題是讓

各單位穿著能有個共同性。 

7-2 觀光 

選舉 

為甚麼在 5/5投票日的時候觀光

系的系會長根本還沒選上學生

會的幹部，為什麼可以在那邊

做，學生會做的事，希望這一點

能給一個合理的回覆，不然每一

個人都可以做學生會做的事啊!

幹嘛還要學生會。 

因當事人為本屆選舉委員會的主任

委員，依法規定他是負責辦理與處理

選舉相關事務的人員之一。 

7-3 觀光 

1.為什麼投的專長玩還是玩能

當幹部 

2.不管投票高低都能當學生會

幹部那投個毛?是不是排擠沒選

上的正副學生會? 

1、候選人的專長填寫並無規定限制，

所以這部份選委會一律是依照候選

人填寫為主。 

2、依照選舉與罷免辦法中第三十一

條規定，投票率頇達全體會員 5% 選

舉始為有效。 



17 

08.幼保系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9-1 幼保 
行政人員

不足 

系上的行政人員或助理不足，導

致有相關課堂至系辦借用物品

時，櫃台工讀生未能及時處裡。 

學系配置專任行政人力謹 1 名，將

強化工讀生服務訓練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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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電機系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9-1 電機 系館設備 

電機系館樓梯間的椅子為什麼

被收起來了? 

電機系館主要是提供老師辦公、研

究、和相關學生交流及教授各種特色

實習/驗課程；但多年來系館特定空

間卻存在菸蒂及垃圾等髒亂問題，究

其原因，除少數學生生活習慣不良

外，學生在系館各樓層廊道兩邊的椅

座及周邊休息時，幾乎都是在閒聊或

打手機，進而帶動一些學生養成於樓

梯上逗留，影響所及包括吸菸並隨意

丟菸蒂、飲料杯和紙屑等不良習慣。

甚至，系上一年級勞作教育學生時常

反應，即便他們在打掃中，還是有學

長當下一再丟垃圾，如此現象，不只

是不斷地在相關處所製造髒亂，更造

成各年級多數品行端正的學生對系

上向心力產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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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築系 
NO 系所 類型 問題 回覆 

10-1 建築 教室分配 

建築系只有大四有工作室，希望

增加此空間讓其他年級也能使

用。 

會讓學校相關單位了解學生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