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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長與班代有約」座談會意見處理表 

序號 反映系所 反映意見 處理單位 單位回覆 執行狀況 

1 應數系 

為落實環保政策，是否可停

印紙本之「通識手冊」，鼓

勵學生上網查詢即可。 

通識中心 

請通識中心回覆： 

有關通識活動手冊是否需要印製的問題，因藝文活動，除本校師生可參

加外，更提供校外人士及社區民眾參與。有鑒於此，製作紙本手冊較易

發送與宣傳，另也做為推廣本校藝文活動之用途。為響應環保政策，每

學期通識手冊電子檔，皆會放置通識中心官網及中心 FB 供大家參考，歡

迎同學們下載或協助轉文。 

通識中心會考量環保需求，逐年評估手冊印刷量，謝謝您的建議。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 生科系 

本系上課教室化學 104 非

常的破舊，硬體設備不優，

講台凹陷下去、照明設備也

不好、沒有學校 Wi-Fi、冷

氣不冷外、冷氣遙控器也常

找不到，建議學校可否不要

安排本系在此上課。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化學 104 教室為系所管理教室，不在本處列表維護管控教室，冷氣有問

題系所可提修繕單，營繕組提供技術支援檢查，若故障原因需外包廠商

修繕，會告知系辦自招商維修。建議冷氣機每年需要作一次年度保養，

比較能維持效能。 

另有關教室內 Wi-Fi 屬管理單位負責，已請生科系協助改善。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 
化工系 

機械系 

工學館教室蚊子很多，可以

每節下課都噴殺蟲劑嗎？ 
環安中心 

請環安中心回覆： 

常噴殺蟲劑會影響人體健康，地下室中庭紗窗建議應關閉，中庭不積水，

工學館機械系實習工廠、B10、B11 教室都各裝了 2 台捕蚊燈，如需消

毒環安中心可以安排施作。另將安排滅蚊專家來校協助處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 化工系 

工學 308 的左邊第一台冷

氣機，機體老舊，會一直發

出怪聲。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工學館 1~3 樓教室窗型冷氣機已使用 10 年以上，機殼銹蝕、壓縮機運

轉振動大、效率低，冷氣機汰舊換新已編列 107 學年度預算，將儘速更

新。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 化工系 (1)工學 306 智慧型翻轉教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1)、(2)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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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冷氣不凉，空氣很不

流通。 

(2)工學 306 智慧型翻轉教

室希望能裝電風扇。 

(3)工學 306 智慧型翻轉教

室椅子太大，要把椅子

轉向面對側邊投影幕時

不方便。 

工學院 (1) (2)工學館 1~3 樓教室窗型冷氣機已使用 10 年以上，機殼銹蝕、壓縮

機運轉振動大、效率低，冷氣機汰舊換新已編列 107 學年度預算，將

儘速更新。 

第(3)項問題已請工學院協助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6 化工系 

(1)工學館飲水機過於老

舊，可否更新設備。 

(2)工學飲水機有鐵味。 

總務處 

環安中心 

請總務處/環安中心回覆： 

(1) 飲水機於民 98 年安裝，功能皆正常，表面也尚可，暫無更換之必要，

如有故障，請通知營繕組，將盡快修復。 

(2) 工學館飲水系統每半年消毒一次，而且是飲用水是循環水，請說明是

哪台飲水機，本中心將會同營繕組改善。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7 化工系 
體育園區閘門太少，人潮擠

在閘門區。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閘門建置初期需要一段適應期，目前人潮堵塞情形已有顯著改善；另外

已請廠商縮短讀秒以增快進出速度，體育室也討論多次閘門增設的規

劃，完善計畫以及構想後將著手進行。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8 化工系 
體育園區校外人員使用過

度，影響學生權益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運動園區場館平日不對外租借，以教學為第一優先；假日以校內單位借

用占多數，例如 107 年五月份有應數系系運、企管系系運、網球校友盃、

電機系桌球校友盃等，僅有兩日做為奇士美排球聯賽場地。 

運動園區開放校外人士使用之初衷為提供民眾良好的運動環境，提升運

動風氣並回饋社會，目前校外人士使用多數為游泳池及體適能中心，但

僅限定非教學時間對外開放，故並無影響學生權益之疑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9 化工系 我們知道學校有指定溫度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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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冷氣，但即使溫度沒達

標，我們和老師已汗流浹

背，無法認真上課，希望能

放寬溫度設定。 

目前小型冷氣機(樓館教室)室內溫度統一設定為 26 度。 

中央空調機組(教學大樓、全人村等教室) 室內溫度統一設定為 26 度，室

外溫度設定原則為 26 度，但會依空調供應所在空間是否有對外窗戶可開

啟，適度調整室外溫度設定，從 19 度 ~ 26 度不等。 

冷氣有問題請填報修繕單，在本組列表維護管控教室內，本組利用教室

空檔時間檢修或招商更換零組件。 

□處理中 

□待加強 

10 化工系 
工學館廁所，馬桶旁之磁磚

會冒水出來。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廁所馬桶旁地板有冒水狀況經檢查後發現地板磁磚鬆脫造成早上外包人

員清洗廁所時，水會積在磁磚內，所以同學踩在磁磚上就會有水冒出。

營繕組已請廠商將瓷磚重新鋪設。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1 化工系 

英文話劇比賽是否能移至

上學期，在下學期常常會影

響社團活動。 

語言中心 

請語言中心回覆： 

由於英文戲劇比賽參與對象為大一學生，考慮學生 9 月中方才入學，參

與英語戲劇比賽需要團隊默契的培養和至少 2 個月的準備時間，因此語

言中心規劃英語競賽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上學期舉辦個人的英語演講比

賽，下學期舉辦三人為一組的英語拼字比賽以及以團體為主軸的英語戲

劇比賽，希望能增進學生合作學習成效。語言中心暫不更動目前的規劃，

但會將學生的意見納入考量。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2 化工系 

每當課程快結束，冷氣會自

動關閉，同學們會開始浮

躁，影響上課氣氛，希望冷

氣能跟隨鐘聲關閉，以利上

課順利進行。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請告知樓館教室編號，請填報修繕單，若在營繕組列表維護管控教室內，

將利用教室空檔時間檢修或招商更換零組件。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3 土木系 

夏天將至系館蚊蟲過多，會

影響上課品質，希望學校能

進行校園環境消毒。 

總務處 

請環安中心回覆： 

土木系 4/25 通知環安中心消毒，於 4/27 消毒土木館週邊、機房、講堂、

水工實驗室及 201.202.401.412.501.505.513  7 間教室。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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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心理系 

建議大運大隊接力可以採

男女混合，不要分男女分開

比賽，因人數不足，導致重

複比賽。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運動大會大隊接力賽制編排係依各學年教務處各班級實際註冊報到人數

安排，若有不足 25 人之班級會有併班之安排。不可能會有人數不足之問

題，所述人數不足問題應係因同學班級凝聚與活動認同感不足所致。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5 心理系 

目前英文上課是採英文能

力分班，但英文成績各班級

評分標準不一，能否統一？

因為英文能力較好的班級 

，成績分數卻較低。 

語言中心 

請語言中心回覆： 

正因英文課以能力分班，各班老師可視每班的情況以多元評量的方式訂

定評分標準。針對英文能力較好的班級，成績分數卻較低的問題，語言

中心已提醒前段班老師，要注意分數的分布，對於真正有實力又努力的

學生應給予其應得的分數。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6 心理系 
科館八樓(心苑區)晚上蚊

子很多，請協助消毒。 
總務處 

請環安中心回覆： 

心理系正在協調可以讓廠商施作的時間。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7 心理系 
科學館 8 樓飲水機「氯」

的味道很重。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經用檢測液檢測並無含氯的反應，試喝也沒有氯的感覺。若仍有問題請

再行告知。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8 心理系 
科學 811、812 教室垃圾很

多。 
總務處 

請事務組回覆： 

已請負責該棟樓館工友不定時加強清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9 物理系 
語言中心態度真的很差，多

次投訴後都被吃掉 
語言中心 

請語言中心回覆： 

由於反映意見中並未透露學生至語言中心詢問何種服務，因此僅能猜測

學生至語言中心應是詢問與語言中心負責業務相關(如：英語畢業門檻、

自學輔導課程與活動、英語競賽活動等)事項，任何語言中心所負責的事

項均已上網，學生可隨時查詢，因此同仁可能告知學生可自行上網查看

即可，以致引起學生不滿，感到語言中心未給予協助，對於此一建言語

言中心將再多予注意，務期清楚學生至語言中心所需求的服務類別，並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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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給予適當協助。 

20 物理系 

同學反應，學校規定低年級

每班必須推選20人參加大

隊接力，若不參加，全班體

育成績將被當。是否能考慮

以正向方式鼓勵同學參加

(如加分)。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運動大會應參賽對象為本校 1 至 3 年級同學，4 年級與碩專班同學為自

由參加。棄賽之懲處辦法，同競賽規程第 5 項備註第 4 點:運動道德及學

習精神成績 30%以零分計算，並非直接當掉。未來是否增加其他鼓勵性

質之獎勵辦法，待評估討論後，再行正常程序完備。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1 物理系 

與會老師反應學生因參加

體能競賽常要求提前離開 

，或是延誤進教室，造成老

師上課或小考困擾，也耽誤

學生受教的權益。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全人教育本著各領域均衡發展之教育精神，我們鼓勵學生舉辦與參加運

動競技類活動，惟本質課業發展亦不能失衡忽略。在各項類受教機會與

權益下，大學生應規畫自我發展之內容與方向，取捨學習與發展需求。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2 機械系 
熱誠信實宿舍外施工太

早，影響作息。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本處發包產學大樓主體建築興建工程已完工，且於 107 年 5 月 7 日進行

使照會勘，目前不會有機具吵雜的聲音。唯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因滯洪計

畫，而正進行 14A 埤塘正進行排水箱涵工程，作業時間可與水務局協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3 機械系 

(1)熱誠信實宿舍外裝設腳

踏車停放架。 

(2)工學院前方左側腳踏車

架移除。 

(3)校園內有許多廢棄腳踏

車影響停放空間。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1) 熱誠宿舍與信實宿舍中間戶外樓梯處現有裝設腳踏車停車架 54 台，預

計信實宿舍地下室再規劃停放腳踏車停車格 100 台。 

(2) 工學院前方左側腳踏車架目前尚有師生使用短期內無拆除計畫。 

(3) 校園內廢棄腳踏車本校均會定期派員清理回收，已增加停放空間。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4 機械系 

i-touch 使用介面重新分

類清楚，建議可依年級區

分，例如：大一、大二、碩

電算中心 

請電算中心回覆： 

itouch 為登入平台，學生登入後顯示為學生一網通。學生一網通規劃皆

以學生所需使用到之系統，以功能性進行分類。但因學生會擔任工讀生、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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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等。 老師助理或 TA 等不同角色，需使用到的系統非常多元，無法以單一類別

(年級)進行區分。 

另 itouch 選單(如下圖)是以”處室”進行分類，提供學生使用時另一種

選項。 

 

25 機械系 

工學館內燈光昏暗，尤其是

二樓電梯口與女生洗手

間，晚上上課或做實驗時較

危險。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1. 工學館廁所照明已於 107 年 2 月更換為 LED 燈具，2 樓女廁現勘後再

加裝燈具。 

2. 2 樓電梯口至洗手間走廊燈具將安排更新。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6 機械系 
校園(樓館、院系)指示牌不

夠清楚。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將確實調查適切區位，編列設計及工程預算實施。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7 機械系 

體育館出入口的閘門建議

平常上課時直接開放，假日

再設置，才不影響上課時間

學生的進出入，且其它的門

都封起來會影響逃生。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建立閘門是為了本校學生安全，可避免可疑人士進入運動園區內，裝置

閘門後竊盜率幾乎為 0，另外兩側的門即將規劃安裝安全門，若有突發狀

況發生，安全門將會自然彈開。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8 資工系 

篤信 251 旁的廁所總是會

有臭味，希望學校能夠解

決。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4 月 23 日於篤信 2 樓男廁安裝臭氧機可有效改善臭味問題。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9 資工系 體育室辦事效率較差，例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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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啦啦隊比賽簡章太晚公

布、不能使用大型道具請事

先公布，不然學生都做好一

些道具才公布，對大家真的

很困擾。 

第 62 屆運動大會體幹說明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舉辦，資工系代表同

學共 5 位到場參加。當天說明內容包含各項競賽競賽規程與注意事項，

其中包含了啦啦隊競賽規程與內容更動辦法。亦於 2018 年 1 月 24 日公

告所有競賽辦法於 i-touch 上，再請同學多加留意。  

□處理中 

□待加強 

30 資工系 

系隊抽練習場地時間可否

提早公布，不然同學都沒辦

法提早練習。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學期開學日次一週始做場地相關使用規範，順序如下： 

 1.教學使用，待教學課表確定後再安排各時段場地使用狀況。 

 2.各專長校隊協調訓練場地與時間。 

 3.協助各個項目系隊抽籤登記使用空餘時間做系隊練習。 

以上作業皆須各校隊隊長協調、並安排系隊抽籤討論，程序較為繁瑣， 故

耗時較長，請各位同學體諒。待系隊登記好場地後開始實施。場地還沒

確定前，依照前一個學期各系隊抽籤使用作為依據或開放場地讓各系隊

自由前往使用。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1 資工系 

105 年起每學期要繳 600

元，大家不知道為何要繳?

如果是用在更新設備，那設

備更新的情況很少，目前只

有看到體育館新設的閘門 

，但閘門讀秒過久希望可以

改善。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體育設施使用費除了日常體育館場地設備維護，還有上課器材添購等，

目前著重採購健身器材，以規劃體適能中心與桌球教室對調工程，也和

學校爭取興建體育館並提供學生一個更良好的運動環境。 

環境改善以及設備添購皆非一朝一夕之事，體育室希望能妥善規劃並善

用每一分資源，未來將會有更多的提升。 

閘門讀秒已經請廠商協助處理，已經將秒數縮短以便進出速度。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2 資工系 

宿舍區機車停車位使用率

的問題，希望可以在不影響

住宿生權益的情況下開放

給非住宿的學生使用。 

總務處 

請事務組回覆： 

宿舍機車停車位主要還是提供住宿同學來使用，若涉及管理及權責問

題，請學務處回覆。 

請住宿服務組回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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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住宿服務組權管學生住宿事宜，住宿區內規劃之停車位(機車或腳

踏車)係住宿生之申請使用權益及門禁安全管控疑慮，106 學期初宿舍自

治幹部曾討論過宿舍停車位問題，表示係屬住宿生權益不宜開放。 

33 資工系 

良善小門施工過久，真的很

不方便，而且工法奇怪，不

懂為什麼要鋪沙子?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本工程原預定完工時間為 107 年 5 月底，但配合校內上課及考試等因素

無法施工，故無法提早完工；因本工程鋪面採用高壓混凝土磚鋪設，故

於高壓混凝土磚鋪設完成後要進行 3 次以上的填砂夯實作業，加強磚與

磚之間的穩定度。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4 資工系 

良善的門禁辨識常常出

錯，同學反應好多次，來修

後沒 2 天又壞了，同學常

常進不去宿舍。 

總務處 

學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針對指靜脈辨識系統常故障問題總務長非常重視，於 5/1 邀集承商冠嘉

公司來校說明本系統常故障原因，據告知該系統會隨人體體溫上升及環

境變化等因素無法辨識，針對此項原因已請承商盡速加強改善，以免問

題重複發生。 

請學務處回覆： 

宿舍夜間皆有安排備勤幹部，如指靜脈有問題，可請備勤幹部協助開門

進入，並於白日至傳達室重新確認指靜脈建置狀況；另 4/27 日已請廠商

修正建置系統程式設定，期望改善現今狀況。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5 資工系 
商學一樓男廁很髒、蚊蟲很

多。 
總務處 

請事務組、環安中心回覆： 

已請樓館工友同仁加強清潔工作。 

環安中心安排 5/11 廠商消毒。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6 資工系 
商學館 B1 飲水機常故障，

按熱水停不下來。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於 4/30 接獲修繕單前往檢查，並未發現異狀，連續測試 3-4 天也沒發現

按鍵故障，請學生發現問題時立即與分機 2245 聯絡，以即時處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7 資管系 宿舍住宿費別再漲了。 學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 

住宿收費調整係因物價持續成長，維持住宿生活品質，提升宿舍生活設

█已處理 

□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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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優質環境，考量宿舍收支平衡與後續宿舍維修費用等，按教育部規

範程序，合理調整住宿費用。例如：107 年度住宿費用調整係與學生會、

宿舍自治幹部多次會議討論及 3 月 5、7 日召學生宿舍宿費調整說明會，

於 3 月 8 日經行政會議通過調整住宿費後，上簽核定公告調整。 

□待加強 

38 資管系 

希望學校通識課程可以多

開一點，不然繳這麼多學費

卻沒辦法達到想修的學

分，感覺很糟。 

通識中心 

請通識中心回覆： 

通識中心 1062 學期的延伸通識課程，為顧及學生權益，已開設 400 餘

班，為近年來最大值；107 學年度教務處仍有鐘點持續挹注，此外，提

供學生選修之延伸通識課程 2 年來已增加近 30 班；本校並與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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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學生及早規劃通識選課。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9 室設系 

設計課默評時，望樓 1 樓

靠近木工教室及 2 樓靠近

廁所的空間有點暗，可否加

裝投射燈？另插座不夠

用，可否加裝插座？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待收到修繕單後，會即刻處理。 

室設系現場回覆： 

將由本系填修繕單，請總務處協助處理下列事項。 

1.望樓 1 樓木工教室前走廊加裝燈。 

2.望樓 2 樓男廁及女廁外新增插座(4-5 個)。 

3.望樓 1 樓及 2 樓原有插座加裝插座(每個插座加裝 4-5 個)。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0 建築系 

恩慈小門(全校公共區域) 

地板的木棧板有部分破損

應修繕，避免同學受傷。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本校有木棧板之場所如懷恩樓前、信望樓前和建築館旁，均已老舊，若

有通報損壞，委請廠商修復，所指恩慈小門處木棧板如果是建築館旁木

棧板，已請廠商再次評估補強修繕中，未來視經費將逐處辦理更新。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1 景觀系 
健康檢查目前為兩年一次 

，希望可以改為一年一次。 
學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 

教育部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規定，健檢實施對象為入學新生。本校依

健康促進之理念，分別於新生入學及大三實施健檢。若個人有慢性、特

殊疾病或其他需求，可自行至醫療院所追蹤。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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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景觀系 系館(信樓)蚊蟲甚多。 總務處 

請環安中心回覆： 

春夏交替是蚊蟲的繁殖季節，環境消毒前建議主動整頓樓館週邊環境，

定期修剪花木，每週進行「巡」、「倒」、「刷」、「清」等四合一工作，並

自我檢查樓館是否有積水容器，環安中心隨時可以安排環境消毒。 

景觀系現場回覆： 

曾於 3 月底商請學校協助消毒環境，然成效不彰，將持續向學校反應，

找出問題源頭，以期有更好的解決之道，並請其協助處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3 國貿系 
希望販賣機飲料(商學院)

可以定期換！ 
總務處 

請事務組回覆： 

已通知承商松佳公司配合辦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4 國貿系 

希望運動會遇到下雨有更

好的雨備方案，不要討論一

下直接取消個人的比賽，讓

那些想跑或努力很久的人

留下難過和遺憾。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安全與天候…本校無論校慶運動會或是運動大會，皆邀請師範大學裁判團

執行裁判。考量裁判邀請與再行補賽之可能性，權衡之下不得已取消個

人賽項目(當天由於天候所致與安全考量，裁判長決議取消個人賽，大隊

接力採一次計時決賽，且依 3 月 21 日天候狀況，再行決議是否比賽，實

屬難為之決策，請同學見諒)。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5 國貿系 

榕樹大道那邊的地燈可以

不要往上照嗎？晚上經過

往榕樹那邊看，很容易眼睛

被亮到睜不開...。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將請袁宗南老師協助調整全人大道榕樹下方照樹燈照射角度。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6 國貿系 

校門口等公車那裡，很需要

有自行車道，那裡有個小落

差，已經看到很多人在那裡

摔倒，或是為了閃行人發生

擦撞或跌倒。 

總務處 
請營繕組回覆： 

將檢討該處交通動線問題，研擬合適方案。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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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國貿系 

學校裡面車子車速過快，而

且不是要禮讓行人先嗎？

在校園，每次感覺都是人在

讓車，希望這點可以改進謝

謝（不是公車）。 

總務處 
請事務組回覆： 

已發公告給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開車注意禮讓行人。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8 國貿系 
商學大樓(308及307教室)

附近 wifi 訊號時好時壞。 
電算中心 

請電算中心回覆： 

學校設置之校園無線網路 AP 皆安裝在大樓公共走廊上，提供眾人使用。

目前於商學 308 教室外走廊上已安裝一個校園無線網路 AP，經派員現場

測試及於無線中控系統查看，該 AP 狀態皆正常。 

wifi 訊號會時好時壞的原因可能性很多，如：使用者所在地點的教室隔間

遮蔽導致訊號強度不足、或天候因素影響無線網路 AP 訊號功率，或是使

用者使用流量超過限制時會被網路管理系統自動阻斷等等。 

目前商學 307 與 308 屬於系上專用教室，若要加強訊號，須由使用的科

系自行安裝與維護內部設施。 

使用者若有校園無線網路使用問題，可來電電算中心 1999 客服專線通

報，告知時間、地點、發生狀況，以便為您即時排除問題。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9 國貿系 

運動會大隊接力因個人行

為影響全班被扣分，希望處

罰出錯的人即可。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大隊接力的組隊與參賽，係屬團體行為。個人行為出錯之定義為何?並依

學生組競賽規程第五項備註第四點，明確規範懲處係依全班為一單位，

進行懲處。運動會之辦理係希望藉由運動會的舉辦，培養同學於課堂外

之團體活動知能，以達本校全人教育之目的。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0 電機系 

現在越來越多課程需要使

用到電腦教室，電腦教室臨

時需要借用常借不到，電算

中心是否可建置多一些電

電算中心 

請電算中心回覆： 

本中心將於預算委員會議及相關會議提出需求，並積極爭取經費建置電

腦教室，滿足全校師生課程有需求時可使用電腦教室。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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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教室。 

 51 景觀系 

(1)關於暑假初期辦理的招

生營隊(景觀設計營)，有

學員住宿的問題需要解

決，但宿舍老師主要負

責提供房間租借資訊現

況，實際租借需要前往

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常

常有兩方資訊不一致的

狀況，導致我們必須一

直來回確認，希望可以

有一個宿舍租借整合窗

口，讓學生可以清楚了

解開放的宿舍數量及狀

態，也方便總務處行政

人員處理相關事務。 

(2)若宿舍無法租借，將前

往校外旅館住宿，除報

名費將提高外，且影響

營隊安全管理，此營隊

主要也有招生的目的，

是否可請學校協助解決

住宿事宜，謝謝！ 

學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 

本校寒暑假期間，社團(含校外)租借權管單位為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即為

統一窗口，需求間數等皆由事務組控管；為避免資訊不一，於每學期結

束前，事務組召開寒暑期社團入住協調會，以詳實確認聯絡窗口、需求

間數、入住(退房)時間、人數等。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2 學生會 
近期已增設全人村站牌，但

是否能考慮移除 155.156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學生會建議學校將大門口之 155.156 站牌廢除，改設在活動中心前，可

█已處理 

□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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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車站牌，進而解決排

隊造成壅塞和腳踏車危險

的問題。(問卷調查結果，

如附檔) 

避免與 1818A 和 ubike 之衝突問題，因牽涉桃園客運營運除對本校師生

外，尚有對外營運，將與桃園客運公司協商後再議。 

□待加強 

53 學生會 

教育部於 106 年 11 月 9

日派員至中原大學學生餐

廳進行餐飲衛生輔導，其

中有針對以下兩點進行建

議： 

(1)有設置專區存放廚餘，

建議應與廠商簽立合約

並留存處理紀錄。 

(2)公共廚房作業場所及庫

房之硬體設施，宜加強

保養及修護。 

想詢問相關單位，針對此部

分是否已有改善規劃? 

學務處 

總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1) 

已設置專區存放廚餘，並由事務組協助與廠商簽立合約及留存處理紀

錄。有關 106 年 11 月 9 日教育部餐飲衛生輔導結果之建議事項皆已改

善完成，並依教育部規定於 107 年 1 月 23 日函覆教育部。 (已將改善結

果資料提供給學生會) 

請總務處回覆：(2) 

有關 106 年 11 月 9 日教育部餐飲衛生輔導結果之建議事項皆已配合改

善完成，並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於 107 年 1 月 23 日函覆教育部。缺失

改善對照表如附件。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4 學生會 

體育設施使用費於 105 年

3 月 10 日進行公聽會，在

此公聽會簡報中有承諾此

經費將會專款專用，至今

已收了 2 學年，而同學不

清楚此項經費的使用情況 

，也不清楚體育室規劃的

3~5 年內蓋新的體育場館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運動設施使用費大約收一千兩百萬， 

目前 106 學年度體育室使用經費狀況如下: 

園區智慧化設備-游泳池入口通關門-$350,000 

園區智慧化設備-體育館大門通關門-$800,000 

園區智慧化設備-感測器、顯示器、APP 等等大約$2,000,000 

增購體適能中心重量器材數個-$820,000 

體育園區電力設施更新暨改壓工程-$10,057,112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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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在期限內達成目標 

。相關單位是否能針對同

學問題進行說明?以及是

否能將此項體育改革於體

育室網頁上公告並隨時更

新進度? 

體育園區天花板整修工程-$2,000,000 

總共約２千多萬，目前和研發處開會討論且已組成小組著手規劃興建體

育館相關事宜，施工期大約 2-3 年，後續將委任建築師規劃設計體育場

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