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與師長有約座談會學生建議事項與相關單位回覆彙整表 

編號 案件名稱 案由 回覆單位 內容 備註 

01 

活動中心

四樓據說

是音樂系

的研究室 

之前，因為音樂系的研究所招生，召

入兩名研究所之學生，由於空間不夠

的問題，最後結果為，挪用原為嚕啦

啦跟熱音社的社團辦公室，而現今卻

不見空間有所使用，曾經看到裏頭也

放置了一些東西，根本就是剝奪社團

學生的權益，把它拿來當倉庫使用。

這與當初說的差很大!! 

再者，聽聞本次研究所停招，嚴格推

算起來，正常程序的話兩名研究生，

明年度將會畢業。 

那原先歸給社團使用之辦公室可否歸

還使用。 

校長 

校長:雖然系所停招，但本校往後之規劃會繼續向教

育部去作申請發展音樂系之研究所。所以目前暫不

可能因這次之停招而轉移音樂系研究室之使用。 

 

02 

體育室籃

球借用的

問題 

先前跟體育室去借用籃球使用時，發

現可以借用的籃球，基本上都已經過

於光滑無法使用，要借用好的球卻發

現不可以借用，說要給予上課同學使

用。 

那麼關於我們學生的權利義務上的問

題該要如何兼顧? 

 

校長 

體育教育

中心 

校長:會再去跟體育教育中心討論，去整理換新。 

 

體育教育中心: 體育教育中心:室外籃球為室內籃

球每年汰換時轉為室外籃球使用，均為堪用，若使

用者借用籃球時較光滑，請做更換較好籃球，本中

心會留意再次篩選與汰換。 

 

03 
上機教室

的設備 

最近的上機教室設備基本上都有所損

壞，都已經很久沒有去做維修。 副校長 

副校長:上機教室印表機的問題，會於會後跟電算中

心說明，請同仁盡快補其應有之數量，跟維修處理

損壞之設備。 

 

 
  

http://www.lulala.cc/
http://www.lulala.cc/


 

04 
上課時間

問題 

今年度的上課時間調整為五點二十下

課。 

而行政單位下班時間是在五點，之前

提出的相關問題，例如：下課後去教

務處時間根本來不及辦理相關事務。

校方給的答覆為行政單位不會那麼早

下班。 

而在實施後的加退選時，下課後去繳

交選課單根本來不及繳交，一去人早

走光了。學校一方面希望學生上過課

後再去衡量是否要加退選，一方面課

堂時間又是這樣子。根本沒有要給學

生衡量的機會，禮拜五下課後去繳交

選課單才發現教務處早就沒有人了。

難不成要同學翹課去繳交選課單? 

副校長 

副校長:當時教務處同仁是尚未下班的，可能由於行

政大樓下方之鐵門已自動關閉，讓同學誤以為無法

處理選課單。 

爾後，提請總務處去做設置，於加退選周同仁晚一

個小時下班，行政大樓下的鐵門也還請總務處去做

調整，晚一個小時關閉。 

這部分也與跟進修推廣部去做商量，爾後同學針對

教務處文件之繳交，超過五點下班後可繳交至進修

推廣部，再請進修推廣部轉交。 

 

05 
新的學生

證 

學生證換發新的，並且與悠遊卡去做

結合。是否可以畢業生畢業後，將學

生證去做打洞作廢，讓同學可以於畢

業後去做留念紀念。 

副校長 

副校長:針對這部分的問題，會再回去與教務處的同

仁去做討論。因為跟悠遊卡公司去做合併，所以有

針對悠遊卡的問題還要再去做研擬。 

 

06 投影機 

"最近 333的數位講桌和投影機的畫

面常常跳掉，每次上課上到一半就沒

辦法再看老師的 PPT，實在很困擾，

繳一堆學費但學校卻沒有彰顯什麼成

果在學生的受教權上，雖然大學部是

義務教育，但是說難聽點學校是賣方 

學生是買方 

賣方收了價金就該實踐義務吧 !" 

副校長 

副校長:若設備數位講桌或投影機損壞還請同學通

報電算中心進行維修，校內將會逐年汰換已損壞之

設備。 

目前投影機已逐步汰換完成，但還須請各位同學及

上課老師於結束後，按正常程序關機，已達設備的

保護使用年限。 

同學所反映的 333教室將會於會後再請電算中心去

做檢視維修。 

"收那麼多學

費 不知道都

花在哪裡 

可以挪一點在

學生上課用的

設備 

到底各處事的

行政人員都在

幹嘛 ?" 



 

07 

有住宿生

反映宿舍

樓下的熱

音社有點

影響宿舍

生活作息 

熱音社社團辦公室位於宿舍的地下一

樓，由於沒有相關隔音的設備，每次

他們社團活動時低樓層的住宿生都容

易被影響到。 

尤其最近期中考快到了，根本讀不下

去書，學校針對這部分是否可以有更

完善的場地空間規畫給熱音社。 

之前聽聞學長姐說，他們被音樂系從

活動中心四樓趕走，為什麼就不讓他

們在學生活動中心就好? 

學務處 

總務處 

學務長：會再跟課外組及熱音社去做討論，未來可

能會再請他們於考試期間盡量不要去練習，再跟社

團們去做協調。 

總務長： 

 

 

08 路不平 

校園靠近學生餐廳跟三 H大道的路上

都有許許多多的坑洞，最近也有需多

用新的柏油補起來造成的上下不平

均，晚上走路常常會跌倒。學校是否

可以把校園內的路，補鋪平完整一點。 

總務處 

總務長：若需要做路面全面整理鋪設的話，還需要

研擬下一年度之預算去做規劃。現階段將會請營繕

組同仁針對路面坑洞去做填補，再將新舊填補之路

面去做整壓，讓校內之道路有較平整的路面。 

 

09 

體育館頂

層增設燈

具 

體育平台上方接往二棟的層面是否可

以增設燈具，提供給社團以及各系會

另一個空間可以去練習。 

每次都迎新宿營的時間點，校內空間

總是不夠可以去練習的場地。 

加上晚上從那裏經過時，總是很昏

暗、漆黑。 

總務處 

總務長：若單純此是為了解決燈光照明的問題，這

部分會再延請廠商進行評估可行性， 

但是，若是將此場地列為活動場地，其實較為不適

當。體育平台的架構為挑高中空設計，若為活動場

地有安全上之疑慮，較為不建議於此進行活動。 

 

10 
操場的大

燈 

操場的照明大燈可否換成白光。 

黃色的燈光根本沒有什麼照明效果，

整個操場還是很昏暗，附近大學的操

場也都是白色光的照明燈，本校操場

是否可以改換成白色的照明燈光。 

操場照明可與籃排球場的時間一樣? 

總務處 

總務長：針對這個問題後續會再延請廠商去做評

估，但也對於是白、黃燈光的問題也可以在後續去

做討論是否有必須要去做替換。 

 



11 籃排球場 

目前已知操場燈光跟走道燈光是電

腦控制開關的，唯獨籃排球場的不

是。籃排球場的燈光是否可以改為電

腦控制的開關，一來可以減少人力的

消耗，二來也可以減少開關時所造成

的意外事故影響〈例如：觸電〉。 

據我所知學校公文都已改成電子化

的了，沒有道理所有燈具還要依靠人

力去做開關。 

總務處 

總務長：改為電子開關是可行的，關於這部分會再

去評估是否可以去做改善，若有需要會在延請下一

學年度去做預算編列。 

 

12 
室外網球

場的使用 

之前校長有約有提案說，會將室外藍

排的籃球架移動到這邊另闢新的場

地使用。 

如今不見變化? 

學校學生活動的場所本身就少，為何

還放置一個場地任他生養蚊蠅，是否

可以讓場地有更多的活用性。 

例如，於室外網球場加設燈具照明，

重新整修場地，使他有更多元的使用

方式。 

校長 

總務處 

 

校長：室外網球場的場地是本校未來重要規劃的場

地，之前有研擬討論說將於室外網球場去設置組合

屋或是貨櫃屋當作社團的辦公室或是社團活動空

間。 

總務長：室外網球場的場地去做燈具架設是可以去

評估的，場地整地去做學生辦理活動場地的場所也

是個很好的意見。若同學對於場地有更好的規劃或

想法歡迎提出一起討論。 

 

13 
三棟系會

辦公室 

於上次的校長有約中提出，因為消防

法之相關規定，拆除的隔間原先為各

系會所放置之辦公室。那時有提出，

將於老師辦公室搬移後，挪移空間給

予各系會使用。 

暑假期間，聽聞有些老師已在搬移原

本的研究室，想請問關於這部分的事

宜，什麼時候會有正確的消息公告。 

副校長 

總務處 

 

副校長：確實於今年度於導師會議提出老師研究室

可以搬移，但尚有部分老師未搬遷老師研究室。對

於各系處理原先老師研究室的空間規劃，還要再跟

各系去做討論。 

總務長：這部分，會再跟各系去做討論提出。 

 



14 三棟樓梯 

三棟後方靠近電梯的一樓樓梯，第一

階未貼上防滑條。 

之前下雨天從那裏下樓梯，靠!!害我

從上面滑下來。可否請校方趕緊加設

防滑條。 

最近又開始下雨了… 

總務處 

總務長：總務處將會於會後，派同仁去巡視、維修。  

15 
二棟教室

的桌椅 

二棟有許多木頭桌椅都已損壞，都沒

有人來修，學校是否可以整批全數更

換或是整修。 

超級多壞掉的桌椅阿~很危險。 

總務處 

總務長：課桌椅已逐步去做汰換，但目前將會請同

仁去檢視損壞之課桌椅，將損壞之課桌椅去做修繕

或報廢。 

至於去做全面的汰換問題，將會衡量考慮，並將考

量編列下一年度預算中。 

 

16 

有住宿生

反映宿舍

樓下的熱

音社有點

影響宿舍

生活作息 

熱音社社團辦公室位於宿舍的地下

一樓，由於沒有相關隔音的設備，每

次他們社團活動時低樓層的住宿生

都容易被影響到。 

尤其最近期中考快到了，根本讀不下

去書，學校針對這部分是否可以有更

完善的場地空間規畫給熱音社。 

之前聽聞學長姐說，他們被音樂系從

活動中心四樓趕走，為什麼就不讓他

們在學生活動中心就好? 

學務處 

總務處 

學務長：會再跟課外組及熱音社去做討論，未來可

能會再請他們於考試期間盡量不要去練習，再跟社

團們去做協調。 

 

 

17 
學校課桌

椅汰換 

可不可以把學校全部的木頭桌椅全

都換成塑膠的桌椅。 

木頭桌椅一堆都壞掉沒人修，然後位

子狹小很難座。慣用左手的人做木頭

桌椅根本折磨,身材比較壯的人做也

很難受。拜託，給我塑膠桌椅吧!? 

總務處 

總務長：課桌椅已逐步去做汰換，但目前將會請同

仁去檢視損壞之課桌椅，將損壞之課桌椅去做修繕

或報廢。 

至於去做全面的汰換問題，將會衡量考慮，並將考

量編列下一年度預算中。 

 



18 

三棟教室

高腳椅缺

少 

三棟有幾間教室沒有老師座的高腳

椅，每次都需要去其他間教室去搬

動，是否可以配置每間教室都有。 
總務處 

總務長：這些高腳椅去前幾屆總務長所購置，當初

是有設想到老師上課所需之使用。但可能因為數量

少，有器材保管上的問題，所以可能有部分學系將

高腳椅移至各系內去做使用。 

會再請總務處同仁跟系所去聯絡，調查是否有被各

系拿去使用，若真的有需要使用會再購置。 

 

19 

學生活動

中心的逃

生門 

學生活動中心的逃生門，沒有具備逃

生門應有之功能，就跟一般出入口門

是一樣的，學生更甚至可以從一樓進

出。 

總務處 

總務長：會再請營繕組去場勘是怎麼一回事，再去

做維修處理。 

 

20 

演講廳是

否可以設

置數位講

桌 

演講廳其實沒有數位講桌，只有講桌

跟設置的主機電腦，我常常去前面去

做電腦的設置與開關。其實很不好去

做操作與處理，地上的電線也常常環

繞再一起，對於安全及使用上的考

量，是否可以多加設置一台數位講桌。 

總務處 

總務長：若是針對數位講桌的問題會再轉告電算中

心去做處理。但若是針對電線外露上的問題，會再

請營繕組同仁去做修繕、處理。 

 

21 

大禮拜堂

前的磚石

地 

大禮拜堂前與花園間的磚石走道，較

為凹凸不平，經過會有抖動，每每下

雨天經過其實會把雨水濺起。 

總務處 

總務長：還請同學於會後，一同去視察場地，是有

哪幾塊的磚地有安全上之疑慮。會直接請總務處的

同仁去做修繕。 

 

22 
行動垃圾

筒的設置 

我個人對於在校園的垃圾都會有隨手

撿起來丟的習慣，但我發現我們學校

的垃圾桶非常的少，是否可以設置一

些像三棟的那種行動垃圾桶呢? 

又或是在宿舍裡面設置行動垃圾桶，

讓宿舍附近有垃圾時可以撿去那裏

丟。 

總務處 

總務長：如果是設置在校園內的話是歸總務處去做

管理，但若是宿舍內的話還要請生輔組去做處理。

但若是要設置在校內的話，總務處這邊較不建議設

置，因為有許多野狗、校外人士丟棄的問題，造成

環境的髒亂。所以這幾年討論的政策去有逐漸將垃

圾桶去做減少的趨勢，若是同學針對宿舍附近的垃

圾，可以請宿舍的同學或室同仁幫忙去做丟棄。 

 



23 
三棟男生

廁所 

男生廁所的設計上很有問題，為什麼

是一開門就可以看到男生在上廁所。 

總務處 

總務長：翻修後之廁所都有兼顧到學生隱私權的問

題，男生廁所再進去前，會有一個推門〈拍拍手〉，

這是一個可以遮擋的方式，先前有老師建議說不要

有推門。 

但總務處為兼顧男學生的隱私問題，所以基本上每

個門都有去做這樣的設計。 

若是推門有損壞的問題，將會再請同仁去做維修。 

 

24 抽菸問題 

校內三棟跟五棟，依舊有許多人在抽

菸，每次都躲在電梯跟廁所那邊，對

有氣喘或過敏的人聞到煙味都很不舒

服。 

更甚至常常看到教官或老師經過看到

都不會制止他們。是未針對這些同學

們有更完善的方式可以達到兩邊都可

以去相處。例如：設置吸菸區? 

學務處 

學務長：針對此問題校內師長及教官室教官，看 

到校內同學吸菸都會多加制止。而是否設置吸菸區

的問題，還需要多加討論，本校的環境與政策上之

規畫皆為無菸校園，對於吸菸區設置與否，還有待

程序上之通過才有辦法去做後續討論。 

 

25 
社團搬遷

費用 

上學年度有兩社團搬移社團辦公室，

知道校內老師針對這兩個社團有捐證

專款專用的社團搬遷費用，但已詢問

過兩個社團，發現這兩個社團其實並

未拿到這筆款項。 

想請問這筆款項的流向是? 

課外組組

長 

課外組組長：這筆款項是放置在課外組的系統之

下，上學年度針對這個問題有跟社團去做說明，這

兩個社團如果有需要使用必須使用發票去做核銷

才可以，無法直接給予同學去做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