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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長與班代有約」現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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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金系 

為何校內各體育競賽都沒有

獎金只有獎盃，能否有實質性

補助增加參加意願。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本校校內體育競賽本著學習與推廣之本質，提供競賽機會予以同學。目前暫

無提供校內競賽獎金之規劃，且同學們應著重於學習與了解參賽過程而非賽

後獎勵，使得達到真正學習之目標。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 財金系 

為何要修這麼多通識課程(需

要 28 學分)，有些課程真的有

必要性嗎？ 

通識中心 

請通識中心回覆： 

1.通識課程在天人物我的架構下，規劃多元、多樣性及顧慮實用層面的通識

課程，基礎及延伸課程分別都有其課程目標及培養學生之能力指標，屬培

養學生潛力的素養培塑課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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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同學的通識課程可於各年級平均選修，紓

解選課壓力。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 財法系 

曾寫信反應總務處，清潔工作

人員會在早上 0700時於商學

院廣場吹落葉，但目前仍然於

未改善，今(12/12)日就是在

早上 0730時左右即開始進行

相關作業。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校園環境需靠第一線清潔工作人員來維護，學校因幅員廣大且樹木林立故落

葉很多，打掃維護不易，落葉需先用吹葉機集中後再人工清掃打包回收，現

吹葉機使用時間已壓縮至 0730 至 0800 進行，8 時以後因為教室上課無法繼

續使用，故可運用時間非常少，這點請同學相互體諒。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 
環工 

研究所 

11/21 日專業倫理教學發展

中心寄一封信給所有研究生 

，附檔有活動簡章及 1608 位

同學(碩士生)的 E-mail。請

問： 

教務處 

教務長現場回覆: 

12/12、13 日是學校辦理國際性專業倫理活動，參與的人員除一般的專業教

師及國、內外學者外，教育部也希望研究生可以參加，藉由此活動得到一些

認證，獲得擔任研究助理的資格，至於直接發出給 1608 位研究生的作法，

我們會進行檢討然後來改善，爾後是否個別發送，每個人只看到自己資訊。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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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麼樣的活動或資訊可發

送全校信(應有相關的規

範)。 

2.這 1608 筆被散布的資料應

如何處理？ 

 

教務處倫理中心回覆： 

科技部規定：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首次申請科技部計畫主持人應於申請

前檢附修習 6 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研發處備查；執

行科技部計畫所聘首次執行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前檢附修習 6 小時

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人事室備查。參加本校舉辦之此次

活動可列計為科技部規範之 6 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故通知本校研究

生參加，俾利日後參與科技部計畫得以具備資格。 

5 機械系 

工學 2 樓 WiFi 不穩定常斷

線，建議可增加基地臺（可能

因上課人數多）。 

電算中心 

電算中心現場回覆: 

會後前往瞭解處理。 

請電算中心回覆： 

1.已於 12/20 實地檢測工學 2 樓校園無線網路 iCYCU 訊號強度，發現工學

225教室內AP訊號強度不穩定，安排在 12/26上午教室空堂時間前往更換。 

2.如有資訊問題，歡迎利用以下管道反映，我們將儘速回答你的問題或派員

處理，謝謝！ 

(1)上班時間撥打校內分機:1999 客服專線。 
(2)加入中原大學電算中心粉絲專頁互動討論
https://www.facebook.com/CYCU.MisKat。 

3.填寫工作單，路徑：中原 e 點靈(帳密)電算中心工作處理單申請系統。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6 機械系 

有空的學分想修外系的課會

被選課系統擋掉或是被他系

自己的規範阻擋。想修外系的

課只能透過學程來修非常不

便，建議改成有多餘學分即可

選到外系的課，不用再跑一堆

教務處 

教務處課註組回覆： 

因各系需保留名額供復學生、1072 轉學生等身份之學生選課，是否開放外系

學生選修，請洽開課單位。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https://www.facebook.com/CYCU.Mis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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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的申請程序。 

7 財法系 

全校於 107 年度下修輔修學

分規定，各系對於學生適用何

年度之規定各系不一，造成學

生困擾，本系的老師於 9/14

日教務會議有提案並也通過 

，但會議紀錄並無此項提案，

之後教務處的回覆僅說「尊重

各系」。 

教務處 

課務註冊組長現場回覆: 

關於法規修訂一般原則為「只要對學生有利的都會從寬認定」，適用全校所有

的學生，如因為學生已修輔系科目，與現行規定科目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些

科目，可能學生已經修讀了，針對這方面學生修課不一樣的情況，可以從寬

認定，授權學系對學生有利的情況放寬。這位同學的情況請學系從寬認定，

學系有不清楚的部份，課註組會與各學系做更詳細的說明。 

教務長現場回覆: 

有關同學提到會議紀錄無此項提案的問題，說明如下：教務會議上的提案主

要是由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送院課程委員會，再經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議通

過後才送到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如果有送提案並也通過，請同學放心，

教務處絕不會有吃案的情況。請同學提供提案相關資料，教務處會直接和提

案老師聯繫釐清實情。 

教務處課註組回覆： 

1.107 學年度輔系修讀辦法修訂，由原規定應修科目至少 20 學分，修正為

20- 25 學分，依校級課程委員會決議：「自 107 學年度起實施，適用於所

有核准修讀ＯＯ系為輔系之學生。因應修科目表有異動，考量學生權益，

舊生可提出申請，選擇適用 107 學年度輔系應修科目及學分表」。課註組已

經將此訊息公告於中原大學首頁之行政公告、各系公告、學生會粉絲專頁、

手機簡訊和 Email 通知輔系學生周知，請學生於即日起至 108 年 1 月 8 日

止攜帶有照證件至課註組(維澈樓 408 室)登記申請。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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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 年 9 月 14 日財法系代表林孟楠老師於教務會議討論提案結束後，提出

詢問：各系對於輔系降低應修學分為 20 分，是否溯及所有在學學生，各系

做法不一，建議應統一規範。教務長於會場回應：若有利於學生，依往例

採較利於學生的寬鬆標準。此項說明並未特別加註於 107-1 教務會議紀錄

中，會議紀錄發函後，亦未收到學系提出更正回應。但為避免仍有學系不

清楚，已特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 107-1-2 教務會議重申各系輔系、跨領域

學程相關規定修正，若有利於學生，應追朔適用所有在學修習輔系、跨領

域學程之學生，會議紀錄摘錄如下。 

 

 

 

8 環工系 

關於校門口侯車區 3 米寬的

路需要容納 Ubike、1818A、

155 及 167 候車與行人行走

其寬度十分不足。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事務組） 

建立 Ubike 專用通路(校門口)與公車分流目前學校已在研究中。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9 環工系 座談會議資料(提案第 38 案) 體育室 校長現場回覆: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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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現有進行新體育館的規

劃，期望可以於早期規劃時就

納入學生意見與建議，使完成

之場館能受到學生喜愛。 

先說明一下新體育館的興建主要受二個因素限制，第一是學費 12 年沒調漲，

第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原先預定申請辦理 2020 年的大專運動會，體育

署會有相當大的經費補助，因為僅是靠學校的經費是不可能的，我們今年又

提出大專運動會申辦，假如可以通過獲得補助，相信我們第二體育館的計畫

就可以進行落實，同學是使用者，設計規劃當然會將學生意見納入，邀請同

學參與。 

體育主任現場回覆：沒問題！屆時會邀請學生會參與。 

請體育室回覆： 

將努力爭取申辦「110、111、112 年大專校院運動會」，若順利申辦成功獲

得補助，第二體育館計畫將可落實進行，屆時會邀請學生會參與規劃討論。 

■處理中 

□待加強 

10 機械系 

106-2 系主任與班代有約第

23 項第二點建議事項：工學

院前方左側腳踏車架可否廢

除乙項。因為這兩處之腳踏車

其實已經過很久了，加上還有

其他可停腳踏車的位置在附

近。(建議廢棄的原因是因為

有校內外老師停車經過道路

時需小心容易括到，若移除可

方便老師們停車)。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將儘速研究辦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1 生科系 

學校教育體制的改善建議： 

1.PBL不能只淪為舊體制教學

的報告工具。 

2.應破除翻轉教育=科技線上

教務處 

教務長現場回覆: 

謝謝生科班代，你的建議讓我很感動，短短話語中有著感恩與回饋。我就簡

單說明一下，本校從 106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積極推動同學所期望的創新教

學，包含 PBL、翻轉、數位科技、活動誘發學習等教學法，上述教學法是由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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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老師不上課的刻板印

象。 

3.建議校方能引進國外翻轉

教育的演示會或說明會、經

驗分享會等，讓中原教師對

於翻轉教育的實質意涵更

瞭解。 

4.期待授課教師能擺除〝制訂

大量課程內容〞、〝趕課或趕

進度〞、〝考試導向〞等迷

思，能以不同的方式(上課互

動-project-based…)〝積極

主動式學習〞、〝啟發真正學

習興趣、〝探索未來方向〞

的空間，學習與教學均應重

質不重量，學生自主學習效

率遠大於搪塞式教育。 

四個校級教學工作坊來推動，目前學校 500 位專任教師已有一半老師加入；

在教學空間方面，本校這 2 年成立了 20 間翻轉教學空間；在數位科技教學

法方面，希望可以將手機拿到課程上來互動，成為教學與學習之工具，而不

僅是拿手機玩樂。希望這位同學於會後和我們聯繫，針對哪門課程、哪位授

課教師提出教學需要具體改進的建議，我們會將建議轉送該課程授課教師參

考改進。 

12 應外系 

1.信實、熱誠宿舍至學校的這

段新中北路車流量大且行

人多，人車相互爭道交通危

險，能否和桃園市政府共同

規劃專用人行道，以保障行

人生命安全(路邊停滿機

車、汽車以及放置店家招

總務處 

總務長現場回覆: 

1.有關新中北路交通混亂的問題，近二年來校長與班代有約座談會中陸續都

有同學提出，學校也找了桃園市政府與交通隊研究，對於設置行人專用道

一案，目前尚無法解決，所以學校在新中北路 469 巷，也就是熱誠宿舍那

邊設置了一個直接通向運動園區的便道，盛為了解決此問題，但是我認為

大部份同學會認為這是繞遠路，會希望一個更便捷的通道，也就是說如果

能從 7-11 便利商店那方向通往學校，目前或許也有一個可能性，明年 7 月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07-1 學期「校長與班代有約」座談建議事項處理表 

7 

 

牌，這個空間應可以拿來規

劃人行道)。 

2.希望校內能有便利商店。 

旁邊的生態公園完工後，通往土木系館的小門屆時學校會打開圍牆，熱誠、

信實宿舍不論是要走 469 巷經體育園區或經過一個紅綠燈路口經土木小門

進入校園，新中北路人車爭道的狀況應可獲得改善，另外近期會再與市政

府交通局聯絡協商看看，只是交通局應該也有他的困難，如果新中北路擁

擠的交通狀況無法獲得改善，那校方對於信實宿舍增設 U-bike 實際上是擔

憂的。 

2.校園內增設便利商店的問題，實際上 7-11 離開後，也請全家便利商店設點

過，但一年前也離開了，迄今為止期間也曾洽詢 OK 便利商店，經評估後

沒有開設，上週我們也洽詢了大潤發，目前仍在評估中但應該不是樂觀，

未來原便利商店、教學大樓 1 樓等校園內一些閒置空間，也都在規劃洽詢

希望可以請誠品生活等店來設點。 

請總務處回覆： 

增設便利商店事宜總務處一直都有在進行洽談，惟因學校周邊商家林立，各

家便利商店意願均不高。（事務組） 

13 
財金 

研究所 

前幾天幫忙同學前往語言中

心繳交 TOEIC 成績單，中心

要求需要委託書，但學校(語

言中心)從未公告代辦需要一

併繳交委託書(i-touch 只有

公告領畢業證書的規定，所以

事前無法得知此規定，請語言

中心可以將代辦規定公告；另

外請語言中心職員可以改善

服務態度，謝謝。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現場回覆: 

語言中心網站沒有事先公告這件事，這是語言中心的缺失，我們會進行改善，

將代辦所需要資料於網站公告，至於服務態度問題，中心可能一開始就是制

式的回答，讓同學覺得不滿意，因為中心職員就是一人，需要應對全校學生，

有時服務無法令人感到滿意，會請同仁多加注意服務的態度。 

語言中心回覆： 

感謝學生的建言。關於代理繳交大學部英語畢業門檻證明之說明與應備文

件，皆已於事發當天依學生的建議更新公告於語言中心網站，減少學生辦理

上的不便。職員服務態度的部分，單位主管已進行處置並持續督導同仁與學

生應對的口氣與態度。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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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學生會 

會議資料第 49案 youbike相

關提案補充說明： 

1.若以新中北路交通混亂為

由的話，是否能將腳踏車引

道至學校內騎乘?因為學校

本身就是開放腳踏車騎乘。 

2.希望學校能有完善的交通

教育及交通規劃。 

總務處 

總務處事務組回覆： 

將參考辦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5 學生會 

會議資料第 50 案宿舍相關提

案補充說明： 

1.若電子點名在管理及硬體

上考量有些困難的話，可以

試著降低每週點名次數在

關懷與隱私上取得一個平

衡。 

2.若因門禁的限制，造成同學

怕超次不敢回宿舍的情況 

，發生類似輔大事件，請問

學校能否承擔其責任? 

學務處 

校長現場回覆： 

學生都是希望百分之百的自由，但管理原則上就是會有規範，同時這也是全

人教育中的品格教育，在團體生活的管理下，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造就踏

實、重視團隊的良好品格，我希望同學們在自由與規範之間要懂得畫這一條

線，我想為什麼中原校友在業界受到肯定，這和中原的校風有一定的關係，

希望同學門可以支持。另外是否也請宿舍研究一下門禁進出次數的問題。 

學務長現場回覆: 

1.謝謝學生會權益部長的提議，關於宿舍幹部點名執行的方式及頻率，我們

是否交由宿舍自治幹部去做討論，因為既然宿舍管理是由學生幹部在執

行，我們也應該賦予他們一謝權力，尊重學生自治幹部的決議。 

2.有關宿舍自治幹部討論會議是否可邀請學生會成員參加及門禁扣點規定的

建議，必須尊重宿舍自治幹部，我會將意見轉達給宿舍幹部討論。 

學務處住宿組回覆： 

門禁管制進出次數，係由各宿舍學生自治會決議共識，並邀約前學生會會  

長、議長討論後，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宿舍自治幹部座談會提案說明決議，

呈報校長核定施行，門禁期間可自主進出，次數係關懷與通報之意，讓家(師)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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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由此關心住宿生生活狀況；另依住宿生共識頒布不計次申請表等相關配套

措施。有關每週點名及門禁進出次數建議，遵校長建議將於 12 月 27 日組會

議時召集各宿舍自治會長或幹部代表共同討論，以維護學生住宿安全。 

16 學生會 

會議資料第 51 案教務相關提

案補充說明： 

輔系、雙主修、跨領域、就業、

微型(他系)、PBL 課程都是學

校給同學發展第二專長之美

意，與本案提議有更多修習學

分的空間並無衝突，若單就修

習畢業學分而言，中原最多也

僅只能計算為22+3=25與長

官所提供之學校最高上限為

31 還有極大的落差。(我們希

望同學能把自身的畢業學分

安充裕，才有機會及時間真正

的享受學校帶給同學的第二

專長教育，否則就現行制度而

教務處 

教務處學發中心回覆：  

會後教務長已向學生會說明，本校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相關規範如下： 

1.本校鼓勵學生拓展第二專長，現行制度學生只要申請第二專長之學程，包

含雙主修、輔系、跨領域、就業、微型學程（除雙主修外學程申請無成績

限制），即可修習至 28學分。 

2.另依據「中原大學學生申請超修學分審核要點」，若符合成績優異超修申請

通過者，可再超修 3 學分，包含第二專長增加之學分，總修習學分數可達

31 學分。 

3.自 105學年度起全校各學系之畢業學分已自原先平均 138學分降至 128學

分；自 106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在 128 學分內有 12 學分須自由選修輔系、

雙主修、跨領域學分學程、就業學程、微型學程(他系)、PBL 課程。因此在

畢業學分降低、自由選修學分增加之情形下，學生只要具有修習輔系、雙

主修、跨領域學分學程資格者，其每學期總修習學分數可達 28-31 學分，

已具有足夠時間及學分數供學生修習培養第二專長之機會。 

4.本校為落實全人教育，盼望學生除課堂學習外，也能規劃時間參與校內豐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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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們多半都會將這學程去

修自己系上的畢業門檻，與當

初設置之本意有所違背。希望

藉由提升學分數還給同學真

正培養第二專長的機會。) 

富的藝文與體育活動，並透過校外服務學習、海外交流、交換、實習等歷程，

成為具有國際視野、身心靈健全之中原人。 

17 學生會 

會議資料第 52 環境相關提案

補充說明： 

各小門出入道常有抽菸人口

聚集，為保障不吸菸著的權

益，我們是否將人煙稀少的地

方規劃成輔導戒菸區集中管

理，這樣在校園或是門口勸說

時也讓他們有去處，否則中原

就是如此狹小趕來趕去都是

人多的地方。 

學務處 

請學務處生輔組、衛保組回覆： 

生輔組：本校自創校以來即推動無菸校園，為維護全校師生健康，不受菸害

影響，持續推動無菸校園環境，是必須且重要的；本校編組人員，

巡查校園違法、違規吸菸行為，並對各小門外吸菸人士進行規勸。 

衛保組：為落實菸害防制衛生保健組積極與校內外相關單位及社團合作辦

理，包括戒菸班、衛教講座、一氧化碳吹氣檢測及無菸倡議活動等，

亦在校園九處出入口設置無菸校園禁菸標示，另委請教官加強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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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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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主任與班代有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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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學期學校所規定之點

名時間一直改變，是否可以

於開學前先公告?  

教務處 

請教務處回覆： 

1.依據 107 年 10 月 5 日原教字第 1070004477 號函發文公告，自 107 學

年度第 1 學期開始，本校課堂點名制度，請各授課教師每學期至少點名

4 次，教師可增加次數。 

2.抽點時間不宜事先公告且尊重教師課堂教學情況，由教師自行決定。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 心理系 

本學期修體育的同學小運

會上要點名，但政策和實施

方式不清楚加上太晚公告， 

導致班上同學一直詢問班

代，因此建議體育室盡早公

告小運會具體的點名規則。 

體育室 

學務處 

軍訓室 

體育室、學務處與軍訓室綜合回覆： 

本學期小運會點名已依 107 年 9 月 14 日新修訂完成「中原大學體育室

課程實施辦法」及「校慶運動會開(閉)幕管理實施辦法」執行，各系教官

協助開(閉)幕活動點名，並於活動結束後將點名表交體育室處理；惟因本

學期新規定係首次實施，體育室、各系教官及學生會為加強宣導均將訊

息轉發公告，口逕不一致造成同學誤認為不停的改變，爾後將由體育室

統一公告發佈，請體育老師授課中加強宣導規範，系教官協助點名，避

免訊息過多造成混亂。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 心理系 

目前科學 707 教室百葉窗

遮光性不佳，且常故障，是

否可以更換其他遮光性較

佳的窗簾。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科學 707 教室鋁百葉窗簾，於 11 月 28 日更新為防焰遮光窗簾。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 心理系 

科學館 8 樓監視器數量似

乎不足，可否再增加以維護

人身及財物安全。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檢討科學館 8 樓監視器確有不足現象，將重新評估增設加裝。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 心理系 近期假日期間常見科學館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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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樓大門和安全門為開啟

的狀態，恐有安全上的疑

慮。 

 

將加強宣導該樓館師生於假日進出時隨手養成關門習慣，並請警衛同仁

多加巡邏注意安全。 

□處理中 

□待加強 

6 生科系 

教學 809 教室後面一排的

座位都壞掉，要請學校修

繕。 

教務處 

請教務處回覆： 

1.教學 809 教室之 4 張損壞桌椅業已於 11 月 7 日汰換更新。 

2.課註組每年寒暑假期間均針對教室設備進行巡檢工作。校內師生若有發

現設備損壞情形，可逕行通報課註組或營繕組，以便立即安排維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7 生科系 

小運會以往請大一大二出

席，今年規定修習體育課的

學生都要出席，因為位置有

限，出席的時候也不知道要

站哪裡，對大三大四生或通

勤生都很不方便是否可恢

復原執行方式，由大一、大

二生出席開(閉)幕典禮即

可。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運動會為本校既定重要活動，且為體育課課程必要內容，本應出席參加

學習。經同學反應，為更加完善程序與法源依據，故於今年 6 月 6 日會

同學生會與各系學會合訂定「中原大學體育課程實施辦法」，並於 9 月 14

日教務會議通過，大、小運動會開(閉)幕之出席視同為體育課一次出席或

點名方式認定有建議的話，歡迎提出討論。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8 化工系 
教室插頭多一點(工學

306-309)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306~309 教室經評估後可增設插座，請化工系提供增設插座位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9 化工系 
工學館飲水機時常沒水(全

棟工學館)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將於 2 樓~4 樓增設飲水機。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0 化工系 工學 306、307、308教室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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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不夠強 已編列 107 學年度預算,預計 107.12~108.4 工程發包更換舊冷氣。 □處理中 

□待加強 

11 化工系 
教室內有隱翅蟲，希望派人

處理(工學 304-309)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環安組於 11 月 9 日消毒 304、306、307、308 及 309 教室。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2 化工系 
工學 B1 蚊蟲太多，希望派

人處理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環安組於 11 月 14 日(三)工學館地下室投藥處理污水池防治孑孓，另安

排 11 月 18 日(日)工學館地下室全面消毒。 

環安組擬於樓館內部增設捕蚊燈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3 化工系 

Matlab使用都需連線學校

很麻煩，能否在自己的電腦

使用 

電算中心 

請電算中心回覆： 

全校授權軟體 Matlab只提供於本中心及理工學院機房使用，如要在自己

的電腦中使用，請至：教師/學生１網通>電算中心>行政教學資源>校內

雲端應用系統內使用。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4 化工系 
科學B106教室windows7

不是正版 
電算中心 

請電算中心回覆： 

由於本校微軟軟體授權是由網路 KMS Server認證，有時剛開機會一時找

不到，只要耐心等一會就會連上認證，請勿擔心。請同學有看到此訊息

請上：教師/學生１網通>電算中心>工作處理單管理系統填寫工作單，我

們會定時維護機房時維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5 化工系 
科學 B106 教室電腦容易

當機 
電算中心 

請電算中心回覆： 

1.本校電腦教室機房的電腦設備，更換頻率以 5 年為原則。 

2.目前科學 B06 電腦教室機房已屆臨五年，即將於本學年度結束暑假期

間更新電腦，最近已依化工系工作單單號：CC201810020028，完成老

師機 SSD硬碟更新專案，並測試各 pardition 穩定測試均正常無誤。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6 化工系 商學到工學後面小路很容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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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扭傷 已委託設計師規劃，為避免影響學生通行安全，預定於寒假期間進行改

善。 

□處理中 

□待加強 

17 機械系 
商學院後方空心磚不平

整，且不好行走。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已委託設計師規劃，為避免影響學生通行安全，預定於寒假期間進行改

善。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8 機械系 

摩托車停車位不夠，學校是

否能與里長溝通，將學校周

圍幾處紅線處改為摩托車

停車格。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目前本校週邊及校區機車停車位共有 3000 餘個車位，應能滿足大多數機

車停車需求，學校周邊道路紅線處因涉及道路交通法規，非里長職權，

校方將協調桃園市交通局研究周邊紅線改為機車停車格之可行性。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9 機械系 

工學院教室冷氣不冷，且尚

未下課冷氣就會提前停止 

，會造成教室悶熱，建議等

下課後再停止。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1.已編列 107 學年度預算，預計 107.12~108.4 工程發包更換相關冷氣。 

2.冷氣管控異常，請通報維修專線 2238 或上網填寫修繕請修單，本組會

利用課堂空檔時間進行維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0 機械系 

工學院飲水機經常沒水可

以飲用，建議可多增設幾

台。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將於 2 樓~4 樓增設飲水機。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1 機械系 

學校現在推動無障礙空間 

，但商學院恩惠堂出去後的

通道對輪椅不友善，建議學

校能與恩惠堂溝通做改善。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本校商學院旁之木棧道為本校自有校地，惟之後通往新中北路之水泥步

道係屬美南浸信會產權土地，且該會為避免該土地所有權被誤為既成巷

道，故有管制措施。基於友好關係，目前係免費供本校師生通行。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2 機械系 

主任導師時間等週會時間 

，希望點名方式可參考通識

活動以學生證刷卡。 

學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 

因系主任導師時間及院週會參加學生人數較多，若以刷學生證方式點

名，耗時較久，恐影響活動進行，現階段仍以紙本點名為宜。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3 醫工系 這學期小運閉幕的點名方 體育室 體育室、學務處與軍訓室綜合回覆：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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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學校公告和系教官的通

知希望能有一致性並能提

早發佈，讓同學能有準備。 

學務處 

軍訓室 

本學期小運會點名已依 107 年 9 月 14 日新修訂完成「中原大學體育室

課程實施辦法」及「校慶運動會開(閉)幕管理實施辦法」執行，各系教官

協助開(閉)幕活動點名，並於活動結束後將點名表交體育室處理；惟因本

學期新規定係首次實施，體育室、各系教官及學生會為加強宣導均將訊

息轉發公告，口逕不一致造成同學誤認為不停的改變，爾後將由體育室

統一公告發佈，請體育老師授課中加強宣導規範，系教官協助點名，避

免訊息過多造成混亂。 

□處理中 

□待加強 

24 工業系 

良善小門常聚集學生抽

菸，易導致觀感不佳。 

學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 

生輔組編組本校巡查人員，加強此地點巡查及輔導。衛生保健組積極辦

理菸害防制宣導，並與校內外相關單位及社團合作辦理，包括戒菸班、

衛教講座、一氧化碳吹氣檢測及無菸倡議活動等，總計 107 年度宣導活

動計有 5,533 人次，未來亦持續辦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5 工業系 

莊敬大樓穿堂擺放的野餐

桌因老舊有些毀損，請協助

更新。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經查該處所置放之野餐桌係工業系校友所捐贈之環保塑木製造之休閒桌

椅，因僅有小部分毀損缺角，已請木工同仁修補後復原。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6 工業系 

莊敬機車停車場的顯示板

及柵欄經常故障，明明有位

置卻顯示 0 空位。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該處停車場柵欄及顯示看板故障係單一事件，目前已修復。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7 電子系 

教學大樓上課教室的投影

幕設置太突出，老師若使用

黑板，坐在側邊座位的同學

會有視線死角，無法完整看

到黑板，造成投影幕與黑板

無法併用，希望能改善。 

教務處 

請教務處回覆： 

為避免黑板燈直射於布幕上而影響投影效果，故將投影布幕安裝於黑板

燈之前，因此造成投影布幕與黑板距離變遠。將與總務處爭取經費並評

估黑板燈與投影布幕位置調整施工事宜。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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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資工系 
篤信 2F男廁超臭，可否請

學校盡快處理。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該館廁所均定時有專人打掃，目前已安裝臭氧機改善異味狀況。(事務組) 

篤信廁所已排入 107 學年度預計施作工程。(營繕組/處理中)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9 資工系 

校門口的機車停車場在假

日時不知道為甚麼閘門會

打開，如果是要讓校外人士

停放，這樣有點不公平。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經查該機車停車場假日並無對外開放，上次閘門打開係故障所致，現已

正常恢復刷卡進出。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0 資工系 

希望電學 4 樓以上的男廁

小便斗也能放芳香劑，因為

1~3 樓有放，除臭效果很

好。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1~3 樓免沖洗小便斗濾心已更換為二代濾心，增加活性清潔劑(藍色活菌

塊)改善臭味。有關免沖洗小便斗如何清潔，已於 12/5 安排廠商為本校

所有清潔人員作教育訓練。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1 資工系 

107 學年度開始停車證改

成線上申請，剛開始研究生

可以辦理，沒多久就關閉系

統了，同學們覺得不方便，

希望可以開放學生申請。 

如果是因為停車位不足，那

第一停車場的停車格，常常

都有校外的車兩停放，這樣

是不是可以減少開放給校

外的車位，優先考慮學生的

需求。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本校各停車場如有空位均將會盡量開放給學校師生申請使用，經查第一

停車場共有約 90 個停車位，目前已開放 139 張停車證申請，顯示已超量，

經觀察、統計只有在每星期四車位會有滿位情況，故星期四不對外開放，

其餘時間會開放給同學及校外人士臨停。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2 企管系 
科大轉學生抵認學分問題 

。該位同學於大一時便已修
語言中心 

請語言中心回覆： 

「英文」、「英語聽講」課程之抵免，語言中心依照通識教育學分抵免辦

□已處理 

■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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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3 學分之英文課程，課

綱及教程與中原的英文課

程完全一致，但是卻因為沒

有通過中原畢業門檻多益

550 分/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而無法抵修，是否有相關辦

法可以處理此問題? 

法辦理，煩請同學備原學校之課程課綱、成績單、填寫好之報告書和專

業科目抵免學分申請書至語言中心審查。 

□待加強 

33 國貿系 希望能夠設置蒸飯箱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大學因選課因素每人作息不一，非比照高中以下學生統一用餐時間，本

項應屬個案需求，如確有蒸飯需求可請系上辦公室協助加熱。另考量用

電安全及因蒸飯箱屬高溫設備，危險性較高，需有專人集中管理，目前

校方暫無考慮設置蒸飯箱設備。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4 國貿系 

熱誠信實宿舍那是否能裝

設 ubike 租車處？增加住

宿生的便利和其他人。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因新中北路道路狹窄且車輛繁多，並無規劃慢車道，故該路段交通狀況

非常不理想，熱誠信實宿舍裝設 ubike 租車目前無規劃。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5 國貿系 
建議校方能和教堂商量，讓

商學小門通道可以停機車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商學小門通道校外部分土地非學校所有，校內部分為行人通道，規劃為

機車停車位目前暫不可行。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6 國貿系 

在校生使用校內場地的費

用是否能降低，例如活動中

心音樂廳。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依據中原大學各類場所借用辦法第 4 條第 2 款，校內社團借用場地應收

取場地及設備維護費。目前社團收費已比校外單位收費便宜許多(約打 2

折)，另學務處對於學生社團舉辦活動的場地費用，尚會補助 4 成費用，

故同學使用校內場地費用已經便宜許多。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7 國貿系 學校廁所除了維澈樓，其他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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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設備老舊，味道難聞 1.學校各樓館廁所均定時有專人打掃，目前已安裝臭氧機改善異味狀況。 

2.將逐年編列預算整修廁所(營繕組/處理中) 

■處理中 

□待加強 

38 國貿系 
什麼時候體育館要蓋第二

棟？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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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9 國貿系 

前陣子的小運會消息非常

混亂，校方和學生會還有體

育室放出的消息都不一致 

，例如點名和請假還有體育

成績的計算，希望校方下次

重大活動(例如大運會)能

夠統一消息和執行。 

學務處 

體育室 

軍訓室 

體育室、學務處與軍訓室綜合回覆： 

本學期小運會點名已依 107 年 9 月 14 日新修訂完成「中原大學體育室

課程實施辦法」及「校慶運動會開(閉)幕管理實施辦法」執行，各系教官

協助開(閉)幕活動點名，並於活動結束後將點名表交體育室處理；惟因本

學期新規定係首次實施，體育室、各系教官及學生會為加強宣導均將訊

息轉發公告，口逕不一致造成同學誤認為不停的改變，爾後將由體育室

統一公告發佈，請體育老師授課中加強宣導規範，系教官協助點名，避

免訊息過多造成混亂。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0 資管系 

資管樓的網路太差了，有時

候借系上的教室開會訊號

都很差，資管 203 幾乎收

不到訊號。 

電算中心 

請電算中心回覆： 

電算中心建置的無線網路涵蓋範圍是大樓公用的開放區域，及教務處排

課之教室，系上教室、研究室、辦公室內之網路，由系上自行負責。在

不影響公共區域收訊之情況下，已配合系上調整無線網路基地台安裝位

置，改善教室收訊條件。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1 資管系 羽球場可以建多一點嗎？ 體育室 

請體育室回覆： 

若順利興建第二棟體育館，場內將會有規劃羽球場。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2 資管系 
機車停車場可以裝棚子

嗎？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委託建築師就本校機車停車棚裝設遮雨棚進行評估。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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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巨量資料

商業應用

碩士學位

學程 

蚊蟲問題因周遭環境的關

係在商學院低樓層的空間

為常見的問題，是否能請相

關單位協助定期做消毒與

蚊蟲防治。 

環安中心 

請環安中心回覆： 

環安組與該單位協調於 11 月 19 日上午消毒。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4 

巨量資料

商業應用

碩士學位

學程 

研究室（商學 B04）電腦

網路流量太少，經常應超過

流量而無法使用，請電算中

心評估加大本學程專用教

室（商 104）與研究室（商

B04）網路流量的可行性。 

電算中心 

請電算中心回覆： 

本學期試行將教職員網路流量，由 10GB/天提升為 30GB/天，學生流量

由 5GB/天提升為 10GB/天。若研究室有特殊網路流量需求，可上本中心

工作處理單申請系統填單申請專案放寬流量。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5 景觀系 
學校晚上工業工程學系與

土木系那區域照明較暗。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經與提問單位確認，所反應事項為夜間照明時間問題，非夜間燈光照度

問題，故順應季節變化，於冬季將全校夜間照明時間調整為 17：00~05：

00。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6 
商學學士

學位學程 

想詢問一下學期總成績前

三名的有沒有獎學金（書卷

獎）？ 

學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 

書卷獎及學科優異獎獎勵辦法修正案已經 107.12.6 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修正後條文轉發各單位公告週知。 

修正條文：(補充) 

班級人數未達 30 人之獎勵資格： 

(一)該班未達 30 人，即人數 20 至 29 人取該班級前兩名(同分時增額錄

取)。 

(二)該班未達 20 人，即人數 10 至 19 人取該班第一名(同分時增額錄取)。 

(三)該班未達 10 人者不予採計，惟該班第一名成績平均高或同於該院同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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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其他班第一名的最低分者，則予以錄取。 

47 
商學學士

學位學程 

全校部份院系均有新設置

之學程，煩請協助轉知各相

關單位承辦人，需將學程規

劃進相關活動，以保障學程

學生之權益。 

學務處 

總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 

已轉知學務處各單位同仁日後辦理或規劃各項業務及活動，如活動以全

校學生為對象，務必要包含各學院新設置之學士學程學生，以保障學生

之權益。並提醒學校相關處、室留意。 

請總務處回覆： 

總務處相關活動與措施之通知，均使用校內 outlook 通知二級以上單位

收發文，其中已包含各學位學程單位，故有關學生之權益已給予保障。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8 
理學院 

學士學程 

由於學生只有三位，無法達

到一些獎學金(書卷獎)的

規定標準；前一學期學業成

績列該班前百分之十，每班

前 3 名。是否就不能領書

卷獎了？ 

學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 

書卷獎獎勵辦法已送相關會議討論，修正後條文待核准後公告各單位。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9 學生會 

UBKE相關建議： 

1.建議重新規劃 UBIKE 動

線。現況下同學騎車易摔

倒，且容易與公車、行人

相撞。 

2.建議新增信實熱誠住宿

區 UBIKE站點，以方便

同學行動。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1)建立 Ubike 專用通路(校門口)與公車分流目前學校已在研究中。 

(2)因新中北路道路狹窄且車輛繁多，並無規劃慢車道，故該路段交通狀

況非常不理想，熱誠信實宿舍裝設 ubike 租車目前無規劃。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0 學生會 
宿舍相關建議： 

1.建議宿舍點名電子化，減

學務處 

總務處 

請學務處回覆：(1)、(2)、(4) 

宿舍管理規範係由宿舍指導老師辦公室與宿舍自治幹部組織，考量宿舍

█已處理 

□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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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宿舍幹部負擔。 

2.建議取消目前宵禁的五

次進出入限制。 

3.建議宿舍停車格增設遮

雨棚。 

4.建議信實熱誠宿舍每層

樓增設鏡子，方便同學整

理服裝儀容。 

安全、環境衛生、服務、管理及家長期盼等因素共同研議，故相關決議

事項經住宿生反映、幹部月會、學期座談會等凝聚共識落實執行，學生

會所提建議係競選政見，經查非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幹部或住宿生提議，

針對您對宿舍建言，在此說明宿舍管理做法與未來精進作為如后： 

(1)宿舍自主點名系統約於 101 年時，經建議設置在力行宿舍區實驗，歷

經 6 年檢討，衍生住宿生於點名時段內於刷卡機前排隊或逾時忘記點

名，另無法確認為本人刷卡點名之疑慮，故於 107 學年起決議恢復幹

部親自點名，逐一親點寢室設施及關懷住宿生生活；另因各宿舍自治

會研議，點名實施方式均有異，採每週輪值排班，互助互補檢討及連

假期間採住宿生彈性自主簽名等，以減輕幹部服務輪值負擔。 

(2)門禁管制進出次數管理，係依 105 年 8 月 3 日門禁管理會議，由各宿

舍學生自治會決議共識，並邀約前學生會會長、議長討論後，經 105

年 12 月 28 日宿舍自治幹部座談會提案說明共識，呈報校長核定，修

訂宿舍管理辦法、生活公約及門禁及晚點名規範等，於門禁期間可自

主進出，次數係關懷與通報之意，讓家(師)長由此關心住宿生生活狀

況，藉此連結溝通橋樑；另依住宿生共識頒布不計次申請表等相關配

套措施。 

(4)信實及熱誠宿舍在設計上，於電梯內、每層樓浴室(套房洗手台)均設有

整容鏡，另因住宿生建議及自治會決議，熱誠女宿、信實男於各樓層、

信實女在大廳入口處均裝設有整容鏡，若學生有需求，依宿舍自治會

研議後，檢討經費裝設適當處所。 

請總務處回覆：(3) 

(3)委託建築師就本校機車停車棚裝設遮雨棚進行評估。 

□待加強 

51 學生會 教學相關建議： 教務處 請教務處回覆：(1)、(2) █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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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同學修習學分上限

能上調至 25 學分，以利

同學修習。 

2.建議教師之平時、小考、

期中、期末等分數及時公

告在 ILEARNING 平台。 

3.建議在教學大樓旋轉樓

梯設立勵志標語鼓勵同

學。 

推廣 

教育處 

(1)本校鼓勵學生拓展第二專長，現行制度即可讓學生藉由申請包含雙主

修、輔系、跨領域、就業、微型學程（除雙主修外，其餘學程申請無

成績限制）等第二專長之學程，即可修習至 28 學分；另若符合成績優

異超修申請通過者，則可再增加 3 學分，總修習學分數達 31 學分。 

(2) i-learning 已有「成績管理系統」平台功能，提供教師管理並公告學

生各項作業及考試成績。學生會之建議轉送各授課教師參考。 

請推廣教育處回覆：(3) 

10 月上旬，本處接獲學生會權益部同學請求於教學大樓旋轉樓梯設立勵

志標語事項，經推廣教育長指示因需考量教學大樓之整齊、感觀整體性、

及安全性等是否受影響，因此回覆該同學，請其先行擬定相關張貼內容

及張貼方式之文案，經申請核可後，方能進行後續張貼作業。截至目前

為止，尚未接獲學生進一步之申請，因此請學生會先行規劃設計後，提

出具體明確之申請文案。 

□處理中 

□待加強 

52 學生會 

環境相關建議： 

1.建議推動雲端監測校園

空氣品質，建構校園空氣

品質健康防護網。 

2.建議提出相應政策應對

吸菸亂象，例如增設吸煙

區。 

環安中心 

學務處 

請環安中心回覆：(1) 

(1)一般空氣品質監測環保署在中壢設立監測站(每分鐘)，環保局在平鎮設

立監測站(每小時)，為了提供準確並即時掌握環境資訊，環保署提供「環

境即時通」App提供民眾所在地鄰近的環境即時資訊，內容包括:空氣

品質、紫外線、鄉鎮天氣、河川水質及沙塵訊息，提供完整豐富的資

訊。(https://taqm.epa.gov.tw/taqm/tw/AqiMap.aspx) 

請學務處回覆：(2) 

(2)本校自創校以來即推動無菸校園，為維護全校師生健康，不受菸害影

響，持續推動無菸校園環境是必須且重要的。 

有關增設吸菸區建議，依菸害防制法大專校院依法室內不得設置，若

於室外設置「吸菸區之面積不得大於該場所室外面積二分之一，且不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https://taqm.epa.gov.tw/taqm/tw/AqiMa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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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設於必經之處」，校園空間有限設置吸菸區勢將影響不吸菸同學權

益，並有變相鼓勵之嫌，與世界推動無菸潮流相違，故無此規劃。目

前仍以與校內外相關單位及社團合作辦理，包括戒菸班、衛教講座、

一氧化碳吹氣檢測及無菸倡議活動等，加強菸害防制宣導為主，並委

請教官加強巡邏。 

53 電機系 

教學大樓一樓 109 教室後

面有鐵門，是否可以開放，

因中午下課休息時間可以

分散人潮，不會擠在另一個

小門。 

總務處 

請總務處回覆： 

經檢討評估因安全性考量教學大樓 109 教室旁鐵捲門目前暫不開放。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