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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長與班代有約」綜合座談建議事項處理表 

序號 反映系所 建議事項 處理單位 單位回覆 執行狀況 

1 工業系 莊敬大樓 廁所異味很嚴重。 總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回覆意見： 

將於 106 年暑假期間進行整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 財金系 
為何學校的 106 行事曆沒有

校外學習週。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意見： 

1.因寒假結束後未及一個月餘即是校外學習週，除影響學習之一貫性外，且

為避免學生家長再度陳情教育部表示，本校假借校外學習週名義放假，未

上滿 18 週課程，影響學生權益疑義之情事發生。因此業經 106 年 4 月 13

日第第 951 次行政會議議決取消校外學習週。 

2.日後雖無校外學習週，但任課教師如有校外學習需要，經填寫本校「校外

學習 E 化系統」審核通過後，得以從事校外學習活動。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 應華系 

1.建議段考週前的假日也開

放人育學院讀書室。 

人育學院 

 

人育學院回覆意見： 

人育學院期中、期末考試「歐趴自習室」開放時段事宜，經與三系系學會新

舊任會長共同於 106.05.10 評估後決議，除原開放時段，考前一週週三至考試

當週週四，不含六日，每日 17:00~22:00 外，增開考前週六日，每日 10:00~17:00

時段。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圖書館右側(機車停車前)通

往生科館道路，燈光較少，

夜晚較危險。 

總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回覆意見： 

活動中心廣場整修後生科大樓前既有路燈型式會進行調整，本區夜間照明會

整體改善。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運動會大三、大四學生可以

不用出席嗎？部分同學花

一個小時車程只為了來學

校點名。 

體育室系

應華教官 

體育室回覆意見： 

每學年舉辦兩次運動會為本校之特色，且全校運動會為實踐本校全人教育之

目標，達到身、心、靈均衡之發展，藉由此活動提升全校各系、所之向心力

與凝聚力，增進校友之情誼。 

應華系系教官回覆意見： 

運動會屬於正式課程之一，係培養同學積極參與團隊合作及培養榮譽感等精

神，故應積極且主動參與，點名為課程評量之一，期望同學能意識到自主學

習課程才有意義。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 化工系 
1.福音營可不可以不要跟考

試衝到，這樣都不能參加。 
校牧室 

校牧室回覆意見： 

訂定福音營的日期，我們會盡量避開考試尖峰期，至於任課老師的安排考試
■已處理 

□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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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則需要私下溝通協調。 □待加強 

2.希望取消宿舍凌晨會斷網

的限制，根據短缺心理，限

制上網時間會使同學持續

使用網路至斷網時才休息。 

住宿 

服務組 

住宿服務組回覆意見： 

學校本教育立場為考量同學作業、唸書、研究及學生隔日上課精神狀況，因

此，採提醒方式於 2:00~5:00時實施斷網，並培養其自我要求之良好作息習

慣。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 生科系 

1.系館外的狗越來越多，常常

做完實驗晚上 9、10 點回

去，又因系館外鄰近垃圾

場，有外面的人在回收，垃

圾場可以移位嗎？常常被

狗嚇到外，也常常有校外不

明人士來翻垃圾。 

總務處 

總務處(事務組)回覆意見： 

生科館館外課指組有暫時安置三隻校犬，為徹底解決校犬圈養問題，營繕組

已積極協助課指組於運動園區網球場圍牆邊建置校犬犬舍，目前施工中。 

有關該校外人士行為，本組將加強規勸並請普忠里里長協助。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實用英文」額外自學

15%，有些活動若人數若容

納不下時，可以用遠距教學 

  或線上觀看的方式補強。對

於額外自學的部分，老師評

分標準可否一致。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回覆意見： 

本學期的自學方案實際為佔實用英文(二)學期成績之 10%。有部分活動因場

地限制而有人數上限的問題，目前以多加開場次及增加 Corner 課程改善，補

足學生自學次數，但學生的自學原本即採用多元方式進行，學生自己可選擇

不受人數及時間之限制的線上測驗自學，或電腦自學教室自學，或來語言中

心預約一對一諮商。對於遠距教學或線上觀看的方式完成自學，如我們未來

有認證的方法，將會考慮採納學生的建議。評分標準語言中心的規定在自學

部分就是 10%，但授課老師仍有視各班情況自訂配分之權利，以達教育部語

文教學應採多元評量之宗旨。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教學大樓 8 樓飲水機熱水部

分已經壞很久，常常都要到

7 樓去飲用。 

總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回覆意見： 

教學 812 前飲水機因保護開關跳脫造成機台無法加熱，已請廠商 5/11 到校檢

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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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證非遺失只因不明緣

故不能畢卡，到維徹 1 樓詢

問學生證要重新辦理並多

繳 300 元，覺得不合理，若

重新辦理品質照樣不好，那

不是要一直辦新的卡。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意見： 

1.新生完成註冊手續後，發給可正常使用之國際學生證，日後學生證消磁多

屬使用與保管問題，重新製卡為委外廠商製作，需支付工本費。 

2.建議學生證應避免○1 暴露於高溫、彎折、磨損。②遠離手機、電磁爐、電

腦等有電磁輻射的電子設備。○3 避免和其他銀行卡疊在一起。 

3.校方會持續監督廠商注意品質。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6 企管系 

研究室前飲水機偶見水流不

止。 總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回覆意見： 

商學大樓飲水機目前皆正常無漏水狀況。若有發現故障可填寫修繕單或請系

上幫忙申報維修，營繕組即派人查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7 室設系 
女生宿舍熄燈時間可否延後

到凌晨 1 點或 2 點？ 

住宿 

服務組 

住宿服務組回覆意見： 

12點後桌燈仍可正常使用，為維護大部份住宿生之正常作息，降低室友間彼

此之影響，擬維持 12 點熄大燈。若有唸書及做作業需求，可至各宿舍自習室

或自由上網區。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8 原專班 

教學大樓只有 9 樓的飲水機

有熱水，其餘樓層飲水機的熱

水皆是冷水，希望學校能盡快

處理。 

 總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回覆意見： 

教學大樓除 812 前飲水機因故障(已請廠商 5/11 到校檢修)無法提供熱水外，

其餘樓層飲水機皆冷熱供應正常。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9 機械系 

1.土木小門中間的欄杆是否

能移除。 

總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回覆意見： 

中間欄杆乃為阻擋機車進入而設置，將再與系上研擬是否有更適合的方案。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熱誠宿舍價錢太高，且設備

尚不完善。 

住宿 

服務組 

住宿服務組回覆意見： 

1.熱誠宿舍興建採環保綠能建築電梯大樓，創意性寢具設計，居住環境結合

藝文造景，創造優質住宿生活，訂價係訪查周邊各校宿舍、賃居收費、成

本估算、服務學生等因素，案經 105 年 2 月 22 日行政協調會，同年 3 月 3

日行政會議通過，採以學校永續經營、服務學生為標的訂定合理價格。 

2.宿舍設備因初次啟用，尚有不便部分，宿舍已請總務處及營繕組加強改善

中。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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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學館機械系教室冷氣太

舊，噪音大，影響上課品

質。 

總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回覆意見： 

工學館教室 1~3 樓窗型冷氣機已使用 10 年以上，機殼銹蝕、壓縮機運轉振動

大、效率低。擬於 106 年暑假以 106 學年度預算請購更新（含新冷氣機組及

ST 護欄 3F、安裝工資及管控回路及電源增設等），投入預算約 350-400 萬元。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0 國貿系 

1.校園內的走道，希望能夠修

補，還有良善小門的階梯希

望能夠拓寬。 

2.恩慈、良善女宿前道路請協

助修繕。 

總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回覆意見： 

有關第 1、2 點，良善小門拓寬及宿舍前方路面改善工程，本校已向教育部提

送改善計畫申請補助經費，教育部已同意並核發經費幫助本校進行改善，目

前已完成發包，將於 6 月份進行施作。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請不要強制學生參加任何

活動(ex:運動會、註冊日到

校)，謝謝。 

4.覺得三堂課不用拆成二加

一堂，一次上完比隔天還要

為了那一堂早起去學校好。 

5.期中預警有時候會失準甚

至容易造成誤判，因為有少

數課程與通識課沒期中考

或是將成績與報告的比重

集中在學期末，如果沒在期

中考時及時更新學生的分

數，容易造成學期末時誤判

成績。 

 

體育室 

教務處 

生輔組 

教務處回覆意見： 

註冊日到校： 

1.依據本校學則第十、十一條規定，學生每學期需到校完成註冊手續。 

2.註冊手續須經過系輔導教官、導師簽核，師長們得以輔導學生住宿、生活、

選課等各項事宜，並因此讓師長更能關注學生新學期的規畫及發展。 

排課問題： 

1.本校白天上課時間自第一節 8:10至第八節 17:00下課，共 8節課，第一節

開始排課實屬正常。 

2.本校教室已明顯不足，再加上通識教育中心為求紓解學生選課壓力，以求

達成本校全人教育之目標，自 106-1學期起將再加開 40門課程，教室更將

不足，為能充分利用教室資源，提升教室使用率，3 學分課程與其餘之 3

節課或 2節課合作排課如下，符合連續上課之需求。 

3.節次 1 2 3 4 B 5 6 7 8 

排課 1 A A A B  B B C C 

排課 2 C C A A  A B B B 

排課 3 A A A C  C B B B 

期中預警： 

1.期中預警目的為於期中考後針對學生學習狀況及課業狀況，適時提醒學

生，使他們免於當學期有二一之可能。為達準確預警之目的，105 學年度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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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預警課程除大學部專業課程外，亦包含通識課程，另授課教師除設定

預警學生名單外，也須設定預警的原因，項目有平時成績不佳、期中成績

不佳、曠缺課太多、作業未按時繳交及其他等選項，授課教師可針對學生

學習的狀況及考試狀況來勾選，讓導師在輔導時可更了解學生被預警的狀

況及原因。 

2.期中預警計算方式：預警條件採學生個別計算，當預警學分數/學生個人修

習學分數 >= 1/2，即列入預警名單。 

體育室回覆意見： 

為提昇全校師生運動風氣，本校每學年均舉辦全校運動會 2 次（上、下學期

各 1 次），運動會期間全校停課，目的是希望全體師生共同參與活動，而非放

假日。 

6.通識課程加開，高年級選上

機率希望真的能高一點。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回覆意見： 

通識中心於 105-2 學期向學校爭取鐘點數並加開課程供學生選課，與 105-1

學期相比已增開 36 個班級，並與中央大學、元智大學協定每學期各提供 30

人次供跨校選修通識課，未來將持續提供多元選課方式供學生選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7.體育課程。每次選課餘額剩

下的就剩男生能上的體育

課，為什麼女生能上的課少

那麼多？希望學校可以檢

討。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意見： 

為解決本校男女人數差異而造成選修問題，教學組每年皆持續檢核學生選課

情形，已以於 105-1 學期開始擴大女生興趣體育課程人數，且經兩學期選課

截止調查下，仍有餘額近百名餘額提供女性學生選課。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8.排課有問題，體育課後接續

商數課，中午又已安排環服

課程，致使午餐沒時間吃飯 

，上課也不方便吃。 

生輔組 

生輔組回覆意見： 

環服有 114 個班級需分配在 5 天的中午上課，已經盡量錯開當天前後堂都有

課的排課，小組長會視情況提早下課等彈性做法，讓同學可以利用空檔時間，

吃點簡單的餐點。若因課程耽誤午餐，請於開學時及早提出以利調整上課時

間。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1 宗研所 
可否公告全人村冷氣中央空

調每年清洗的詳細項目及花
總務處 

總務處(營繕組)回覆意見： 

1.退伍軍人桿菌病原體存在於溫暖潮濕的環境中，如：冷卻水塔、除濕機、

蓮蓬頭、噴水池，尤其以冷卻水塔(大部份放置於室外樓頂)為最大之病原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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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例如：清潔(或更換)濾網、

買藥劑清理退伍軍人桿菌等。 

體孳生源。感染途徑由空氣或飛沬經呼吸道感染。 

2.全人村中央空調屬於氣冷式冰水型空調系統，系統內並沒有冷卻水塔，每

年定期委外保養清洗。。 

3.其他部份樓館中央空調屬於水冷式冰水型空調系統有冷郤水塔，每年也定

期委外保養清洗。 

4.全校大型空調每年定期委外保養清洗(2~6月份)，106學年度全校大 

  型空調年度保養工程費約新台幣 163萬整。 

12 化學系 

良善女生宿舍沐浴熱水溫度

不熱，學生已向宿舍反應，卻

遲遲未改善。 

住宿 

服務組 

住宿服務組回覆意見： 

化學系於 3 月份有報修熱水修繕，已與營繕組於 3 月 16 日修繕調整溫度至穩

定正常溫度，並於 3 月 20 日住宿生回報表示熱水溫度正常。4 月初即針對自

治會反映事項，協調營繕組進行 8、9 樓寢室檢查與修繕，目前 801、907、

913 寢室熱水仍時有不太穩定現象，待檢查問題中。爾後住宿生若有熱水不

穩定情形，請務必至傳達室填報修繕單，以利即時處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3 資工系 宿舍網路太慢。 

住宿 

服務組 

電算中心 

住宿服務組回覆意見： 

如同學因作業需求使用特殊軟體，而造成網路太慢，或是正常使用時，網路

太慢，可至各宿舍傳達室填寫網管報修單，由網管協助請電算中心處理。 

電算中心回覆意見： 

2017/04/22 中華電信發出公告，APCN2 國際海底電纜發生故障，造成台灣對

外尤其是美國與日本的線路發生延遲。包含 YouTube、DMM 等在內美、日服

務，都受此影響。本校學生宿舍及校園網路均受影響導致網路連線緩慢！ 

2017/05/09 中華電信海纜修復，國際網路連線已回復正常。 

相關訊息都公告於 MIS KAT 中原大學電算中心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YCU.MisKat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4 資管系 

1. 宿舍到底能不能自己找人

當室友?而不是由宿舍那邊

分配。 

住宿 

服務組 

住宿服務組回覆意見： 

1.大一新生申請宿舍，採同系同住為優先，俾利新生熟悉同系同學適應大學

住宿生活；若有因作息不同影響彼此之同學，可至宿舍指導室提出寢室調

換申請，宿舍老師會協助媒合較適當之寢室，避免影響學習。 

2.大二以上住宿生，每年 3 月採網路登記申請，可於宿舍全體中籤名單公告

後，自行選擇室友並填妥「配組單」繳交至下學年度住宿之宿舍傳達室（106

學年度室友配組單繳交期限為 5月 15日至 5月 26日）。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https://www.facebook.com/CYCU.Mis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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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通識課程太少了，搶課

的時候容易當機，開放時間

又未準時，造成通識課程選

不到。 

教務處 

通識中心 

教務處回覆意見： 

1.本學期(1052)選課系統被有心人士惡意置入機器人程式，導致 2/14 晚上

8：00 開放第二階段加退選時，造成其中一台主機無法登入，經電算中心

緊急重開機，於晚間 8：17 恢復二台主機正常運作。事後，電算中心針對

此事之因應與解決方案為：提升選課系統伺服器於尖峰時刻反應時間之效

能，並已完成設備採購程序，待設備安裝測試完成後，將選課資料庫移至

此設備，即可改善搶課時間容易當機之問題；並在開放時間安排專人留守，

以排除問題。 

2.本校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每系至少有 2 學分以上之自由選修學分，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每系至少有 12學分以上之自由選修學分，專修跨領域、

輔系、雙主修、或 PBL 課程，不得修通識及軍訓課程，使得本校以往通識

課程縱使開設再多，卻因自由選修學分得以修通識課程，而發生搶不到的

情況不再發生。 

通識中心回覆意見： 

通識中心於 1052 學期向學校爭取鐘點數並加開課程供學生選課，與 1051 學

期相比已增開 36 個班級，並與中央大學、元智大學協定每學期各提供 30 人

次供跨校選修通識課，未來將持續提供多元選課方式供學生選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設計學院停車場時常無法

進出，另建議是否能在停車

場架設遮雨棚。 

4.良善小門可以擴大嗎？下

課或中午的時候人很多都

卡住了。 

總務處 

總務處(事務組、營繕組)回覆意見： 

3.停車場進出疑義經查詢乃為學生卡片問題，有關硬體設備如有故障均於接

獲通報後隔天修復並張貼故障報修電話。本停車場暫無法加設遮棚，因校

方與居民之間的爭議處理仍在進行中。 

4.良善小門拓寬及宿舍前方路面改善工程，本校已向教育部提送改善計畫申

請補助經費，教育部已同意並核發經費讓本校進行改善，目前已完成發包，

將於 6 月份進行施作。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建議大隊接力不應該跟體

育成績弄在一起，平常找人

跑接力已經很難了，又把他

跟成績弄在一起。那些不想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意見： 

運動會的教育功能：運動會(體育運動)是一個社會互動的場所，人與人之間會

有很多的接觸、溝通，增進各系的交流。培養系上合作精神，訓練「勝不驕，

敗不餒」的體育精神，同學應們應該珍惜本校每年有兩次運動會(是特色、是

傳承、是學習、是學長姊要起頭來遵守學校的文化)。 

本校以全人教育理念為主，學則明定體育為一至三年級之必修科目，另於體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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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的人隨便跑，害我們體育

被當怎麼辦？ 

育室規章訂定：運動會為本校全人教育課程之ㄧ部分 4000M 大隊接力更為本

校傳統運動項目，依規定一至三年級各班均需報名參加，未參賽隊伍援例全

班體育平時成績零分以為懲戒。懲戒系以未參賽為標準，大隊接力競賽成績

不會直接影響到體育成績。 

15 學生會 

熱誠宿舍房內電燈費是否與

冷氣費一起收費？若是有什

麼後續解決辦法? 

住宿 

服務組 

住宿服務組回覆意見： 

熱誠宿舍核算冷氣電度扣除寢室大燈案，已於 106 年 4 月 19 日簽奉核准，

105-2 學期即施行，學期末核算寢室冷氣費用時，將會先扣除大燈電度後，

再予計算額度。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6 學生會 

大運會舉辦啦啦隊比賽，需

要運用到大型道具及背板，

但卻沒有地方可以放，是否

可以規劃出空間讓各系放置

大型道具。 

體育室 

學務處 

體育室回覆意見： 

本校各空間係屬各權責單位控管，建議學生會或各系有屬意空間，應與相關

權責單位討論。另建議可採先行報備方式放置大型道具。 

學務處回覆意見： 

本校歷年於 3 月份運動會時，體育室皆會舉辦各系啦啦隊比賽，而課指組也

配合協助在不影響教學品質與不擾鄰的要求下，安排各系啦啦隊練習的時間

及地點，讓各系啦啦隊有亮眼的表現。惟關於啦啦隊的大型道具及背板須有

地方擺置，鑒於課指組管理的活動中心空間，目前要提供所有學生社團已是

不敷使用，實無法支援啦啦隊的大型道具及背板置放。 

因系學生會社辦皆位於各學系，建議體育室與各學系或總務處協調空間運

用，以便處理啦啦隊大型道具及背板需求。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7 心理系 

1.科學館地下室教室（講堂）

桌子很小，原文書課本放上

去後沒其他位置可放了，而

且聽不到鐘聲。 

2.科館 811、812 教室是否可

撥回系上使用？ 

3.目前必修課程都是從 8 點開

始排課，對於學生學習效益

不大，且希望 3 學分課程可

以連續上課（上午 9 點至 12

點，下午 1 點至 4 點）拆成

教務處 

總務處 

教務處回覆意見： 

1.科學館中講堂並非一般教室，屬於視聽教室規劃，座椅面板本為簡易型。 

2.建議屬於演講類或數位教學類課程較合適在該空間上課，一般性課程需做

筆記等，應安排在一般教室上課，較合適做為學生學習的空間。 

3.科學館地下室教室增設掛鐘供師生上下課參考。 

教務處回覆意見： 

1.依本校開課排課作業要點第二項「教室配額準則」規定，心理系排課配額

教室為科學 707、科學 708兩間教室優先排課。 

2.科學 811為物理系優先排課教室，科學 812為應華系優先排課教室。 

3.物理系、應華系排課結束後，教室空堂時間均以心理系及理學院各系課程

為第二安排順序。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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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節、2 節上課學習效果不

佳。 

4.如心理系學生希望以科學 811、科學 812為優先排課教室，需將科學 707、

科學 708更換為物理、應華優先排課使用。 

教務處回覆意見： 

1.本校白天上課時間自第一節 8:10至第八節 17:00下課，共 8節課，第一節

開始排課實屬正常。 

2.本校教室已明顯不足，再加上通識教育中心為求紓解學生選課壓力，以求

達成本校全人教育之目標，自 106-1學期起將再加開 40門課程，教室更將

不足，為能充分利用教室資源，提升教室使用率，3 學分課程與其餘之 3

節課或 2節課合作排課如下，符合連續上課之需求。 

節次 1 2 3 4 B 5 6 7 8 

排課 1 A A A B  B B C C 

排課 2 C C A A  A B B B 

排課 3 A A A C  C B B B 
 

4.理學院大二英文都是固定

安排於週一八點開始上課 

，可否和其他院輪流於早上

八點上課呢？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回覆意見： 

實用英文為大二共同必修課程，排課時間為各系院協商後的決定，異動上課

時間會影響所有系所之排課，非語言中心可任意安排輪調，另於相關會議中

提出與各院系討論可行性。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建議科學 7 樓或 8 樓設廚餘

桶，若擔心引來蚊蟲蟑螂造

成環境髒亂，可考慮建置廚

餘管線直通廚餘間。 

6.建議懷恩樓設置無障礙電

梯。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意見： 

5.已於全棟各層設置廚餘桶。 

6.目前校園無障礙電梯的增設順序乃依據建築物樓層高度、使用人數及殘障

師生分布的院系來排序，逐年向教育部申請補助。將依以上原則，排序懷

恩樓無障礙電梯進行增建時間。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7.體育館一樓廁所異味很重。 

8.體育館室內球場綠色地板

油漆掉漆，應重新粉刷。 

9.田徑場的前場和後場，希望

配有飲水機，假日到學校沒

有水很不方便。 

體育室 

總務處 

體育室回覆意見： 

7.體育館廁所清潔是外包給外面清潔廠商，清潔廠商早晚會各清理一次，已

請外包廠商加強清潔打掃。 

8.場地屬於環保材質的顏料，時間到了會自動分解原料，之後會更新為木質

地板，不會再有掉漆之情形。 

9.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有反應相關問題。原請總務處福委會將協調廠商設置自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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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販賣機，近期福委會回應：廠商因有財產安全上考量，評估過後確認不

設置自動販賣機，另外因應學生需求體育室將籌劃販賣部。 

總務處回覆意見： 

7.環安回覆：體育館化糞池每學期定期清理，經現場現勘廁所沒有設抽風機，

窗戶幾乎沒有開，只有地上的排風扇，因此異味無法有效排出。如附件。 

7.營繕組補充：將於體育館 1 樓廁所加裝排風扇。 

9.環安回覆：排球場後場(聖火台後方)因無自來水管路及遮雨空間(飲水機無

遮蔽恐有衛生疑慮)故無法安裝飲水機。請同學可多加利用體育館室內(1F-3

台、2F-1 台、BF-2 台)共 6 台飲水機。體育館自 106 年 5 月起固定每週六、

日下午 1：00～5：00 開館，同學可至館內取水。 

9.營繕組補充：將於網球場廁所旁裝設 1 台飲水機。 

10.科學館 7、8 樓蚊子很多，

建議請校方定期全校性消

毒。 

11.建築館和恩慈女生宿舍間

走道遇到雨天時，常積水

泥濘無法通行。 

12.教學大樓周圍夜間昏暗設

置可設置照明燈具。 

13.維澈樓旁教職員機車進出

處雨天積水嚴重，影響進

出。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意見： 

10.環安回覆：科學館高樓層的蚊子有可能是低樓層經電梯帶上去的，環安中

心安排定期消毒。 

11.營繕組回覆：該區排水系統將配合 106 年度無障礙環境和景觀整改的工程

一併改善。 

12.近期將配合良善教學綜合廣場及小門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整體調整環境

照明。 

13.將了解積水原因後予以處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8 電機系 
1.通識課程學分數很多，網路

選課又很難選到課程。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回覆意見： 

若減少通識學分數，在現有架構下將無法達成全人素養之培塑。因此為求達

成本校全人教育之目標，自 106-1學期起將再加開 40門課程，建議同學的通

識課程可於各年級平均選修，紓解選課壓力。 

教務處回覆意見： 

1.本學期(1052)選課系統被有心人士惡意置入機器人程式，導致 2/14 晚上

8：00 開放第二階段加退選時，造成其中一台主機無法登入，經電算中心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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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重開機，於晚間 8：17 恢復二台主機正常運作。事後，電算中心針對

此事之因應與解決方案為：提升選課系統伺服器於尖峰時刻反應時間之效

能，並已完成設備採購程序，待設備安裝測試完成後，將選課資料庫移至

此設備，即可改善搶課時間容易當機之問題；並在開放時間安排專人留守，

以排除問題。 

2.本校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每系至少有 2 學分以上之自由選修學分，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每系至少有 12學分以上之自由選修學分，專修跨領域、

輔系、雙主修、或 PBL 課程，不得修通識及軍訓課程，使得本校以往通識

課程縱使開設再多，卻因自由選修學分得以修通識課程，而發生搶不到的

情況不再發生。 

2.學校機車停車位太少。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意見： 

事務組回覆：本校合法設置機車停車位計有約 3500 格，請同學多加利用薄膜

中心前機車場。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已處理：完成或做好之意。2.處理中：已經找到學生反映問題的方法，並著手解決。3.待加強：同意學生的建議，會尋求解決的方法，以改善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