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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件名

稱 

案由  回覆單位 內容  後續改善 

1 燈光問

題 

希望操場能多幾盞燈，晚上運動

的時候都很暗 

總務處 (總務長) 列入 107年度預算規劃案，於

預算委員會審查。 

持續追蹤。 

2 停車問

題 

希望前門（三棟）能規劃學生機

車停車場，也給財經學院以及人

文學院的學生一點方便。 

希望三棟可以有停車

場！！！！！都已經在學校外面

了然後還沒有停車場真的很不方

便，一個月都不知被開過多少罰

單了！！！！！！！！！！希望

能重視這個問題 

教官室 （教官室王主任）已詢問過警察單位，學

校附近道路較狹小，若要在真理街設置停

車場較不適合，還是希望同學以新民街停

車場為主。 

持續追蹤。 

3 吸菸區

問題 

我說為什麼要設吸煙區，尤其是

五棟和二棟那邊的，根本強迫學

生在教室裡面吸飄進來的二手菸

好嗎。每次一吸就是兩節課兩小

時，還必須每週同一時間自己去

教室報道吸二手菸，有沒有比這

個更痛苦更殘忍更憤慨的事啊 

總務處 

教官室 

（總務長）前幾年學校確實是無菸校園，

不過學生還是會在學校各地吸菸，所以學

務長於校務會議提案集中設置吸菸區。若

吸菸區設置太遠，吸菸的人也不會特地走

到吸菸區，一樣會在教室旁邊抽。 

（教官室王主任）其實無菸校園是最終目

標，對於一些癮君子可能無法直接約束，

持續追蹤。 



財經大樓後面設有吸菸區.每天

去財經大樓上課,靠近廁所那邊

的教室時都會聞到煙味.學校在

那邊設吸菸區等於讓上課的學生

吸二手菸.危害學生健康.上廁所

也會聞到煙味.整個廁所都充斥

吸菸區煙飄進來的二手菸.連去

飲水機裝水都會聞到煙味.二手

菸的危害大過吸菸人本身,請學

校不要漠視學生的健康,教育的

本質應該是要引導學生向善,鼓

勵學生戒菸,而不是弄個吸菸區

讓上課的老師學生去吸二手菸 

所以設置了吸菸區可以稍微約束吸菸者，

讓環境也能改善。未來會研究看看是否有

方法可以避免在教室聞得到菸味。 

 

（校長）已經設置了吸菸區，相對來講也

會加強取締，也會加強設備，另外也希望

同學可以互相柔性勸導不要抽菸。未來如

果有經費可以加裝抽風機之類的東西讓菸

味不會飄到校園各處落實無菸校園。 

4 網路問

題 

學校的 wifi訊號差 常常聯不上 

或是根本收不到 

希望學校的 wifi可以更穩定一

些，不會三不五時使用到一半又

要重新連 wifi 

電算中心 （電算中心王主任）在建置時都有很多老

師在教室去檢驗訊號強弱，是沒有問題，

如果同學有發現哪邊連不到或訊號弱，歡

迎跟電算中心反應，也有可能是同時有很

多人在用。在戶外目前有五個點，但是要

再增設的話也要再評估，畢竟不是任何地

方都可以裝網路。在中斷連線的部分，因

為擔心同時太多人用網路會造成網速變

慢，因此只要大約 30分鐘沒有使用網路

王主任於熱血平台上提出之後續改善策

略： 

本週「與師長有約」許多同學關切無線

網路連線問題。因學校無線網路運作方

式多了一道「校務系統帳密認證」步

驟，要自動重連必須多做一些設定，請

同學們參考下列網頁，有關「使用者憑

證自動登入無線網路操作教學」三篇文

章的說明。



就會自動斷線，這方面電算中心會再檢討

30分鐘是否太短了。 

http://www.cc.au.edu.tw/files/40-

1015-108797.php?Lang=zh-tw 

5 宿舍門

禁問題 

請問可以取消門禁時間嗎？多同

學因為趕著門禁時間前回到宿舍 

可能會造成交通安全的疑慮等等 

有人可能為了趕門禁時間而發生

事故 門禁時間前真的趕不回來

的話 難道要讓學生們流落街頭

嗎？ 在外面遊蕩難道會更安全

嗎？ 門禁時間也會造成打工的

問題 通常如果做晚班起碼也要

11:才能下班 如果上班地點離學

校有點距離 騎車也會造成上述

所說的交通安全問題 很多學生

需要打工、做實驗、社練等等 

其實會有很多活動會耽延到門禁

時間 而且很多活動時間也不是

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 大家都大

學生也成年了也該為自己的行為

負責 既然是成年人就該學會自

我管理 希望學校可以認真考慮

取消門禁時間 謝謝🙂 

生輔組 （蕭老師）宿舍的門禁是跟著學校的關門

時間走，若是有打工的同學，建議可以找

學校附近的打工，會比較安全也保險。而

在申請住宿時相信大家已經同意門禁這一

點，對於晚歸的同學也會開放宿舍門，絕

不會讓同學流落街頭。 

持續追蹤。 



不要有門禁了！許多學校都沒有

了學生要學會自主管理 

6 場地問

題 

希望學校能有個好的音樂演奏場

地，學校音樂廳吸音太強，而大

禮拜堂又太轟，完全不適合音樂

系的管弦樂團演奏 

總務處 （總務長）請音樂系的師長可以做一些規

劃，列入 107年度預算規劃案，於預算委

員會審查。 

持續追蹤。 

7 設備問

題 

學校有些校舍變破舊希望可以改

善有些教室的課桌椅都壞掉了也

希望能改善收這麼多學費不做事

只會讓人覺得學校辦事不周沒有

再為學生著想只會讓更多人想轉

學罵學校想提升該校的品質跟競

爭力請先從最基本的讀書環境做

起！ 

總務處 （總務長）壞掉的課桌椅希望大家可以搬

到走廊上，再通知總務處做維修。 

持續追蹤。 

8 場地問

題 

學校籃排球場是否可以搭建晴雨

球場，室內都只開放給校隊用，

其他想打球運動的學生們雨天沒

地方去 

體教中心 

總務處 

教務處 

（體育中心李主任）室內球場的使用以上

課第一優先，第二代表隊訓練，第三社團

使用，如果大家真的喜歡在室內球場打

球，歡迎加入校隊或是選修籃球項目課

程。 

（總務長）我們會再觀摩其他學校的球

場，並且評估經費，畢竟是一個大工程。

學校位於山坡地屬於列管區域，在興建球

持續追蹤。 



場需要向政府申請建照，審查程序非常繁

瑣。 

（教務長）就代表隊教練的角度，體育館

淹水整修期間，代表隊練習時間改於早上

6：30~8：00，不會佔用室外場地黃昏時

間，學生的運動時間，已顧及學生的權

益。就現在的校地，若要再增加運動場的

數量，其實有些勉強的，請總務處再做專

業一點的評估與規劃。 

9 宿舍問

題 

關於宿舍打掃的部分：陽台部分

檢查不要太嚴格，我上次離宿在

沖洗陽台時整個摔倒，幸好沒掉

到一樓去（我住八樓）不過我腰

到現在還有傷！仍在做復健中。 

謙遜樓宿舍提供的桌球球具老

舊，球拍的皮都已掀開，希望能

更換新的球具 

學務處 

生輔組 

體教中心 

（蕭老師）請宿舍的同仁督導樓長檢查寢

室打掃時，態度可以和善一些。 

（學務長）球具是一定會更新，希望大家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歡迎反應。 

(體育中心李主任)體育中心這邊願意提供

宿舍桌球拍 

持續追蹤。 

10 設備問

題 

電腦教室 9棟的影印機良率能高

點，每次去印都只有一兩台能

用，其餘皆故障不然就是有狀

況。 

電算中心 （電算中心王主任）如果有問題可以馬上

跟電算中心反應，我們會馬上請廠商來做

檢查，應該當天就可以排解。在下個學年

度也會考慮是否多增加一些機器讓各位可

以使用。 

王主任於熱血平台上提出之後續改善策

略： 

「與師長有約」同學另外關切上機教室

影印機問題：我們已與廠商溝通，下週

會來更換機種。之後具有影印功能的



「噴墨印表機」會由目前 4台增為 6

台，雷射印表機則從 6台降為 4台。因

合約 10台簽到明年 7月底，之後重簽

時再來檢討總數是否需要再增加。 

11 環境問

題 

希望廁所能提供衛生紙 總務處 （總務長）學校已請廠商裝投幣式衛生

紙，使用者付費，不讓大家的學費買了衛

生紙卻讓觀光客使用。 

持續追蹤。 

12 公告問

題 

彈性放假在行事曆上是寫讓各科

老師自行安排補課，是否可以同

一補課 

教務處 (教務長)今年度彈性放假原規劃之教師自

行安排補課，是希望各授課教師依實際需

要與時段安排補課事宜，讓補課更有效

率，也達到補課的效果。如果沒有達到應

有的效果，學校這邊以後會檢討並注意，

討論依歸仍採行統一補課的方式，是否比

較合適。 

持續追蹤。 

13 宣傳問

題 

學校很棒但宣傳效果做的不太好

在捷運站看不到真理大學的標示

卻可以看到其他大學的 

教務處 (教務長)本校招生經費有限，通常僅能選

擇性的招生宣傳方式。2、3年前，本校

也在捷運站有做宣傳看板，經費都是動用

校長室特支費支應。招生中心今年的宣傳

以公車海報移動式的宣傳為主，如果評估

達不到應有的效果，會與招生中心討論，

明年度再做修正。 

持續追蹤。 

14 設備問 室內球場旁的健身器材是否能夠 體教中心 已經在規劃健身房，但是經費預算的問題 持續追蹤。 



題 更新 所以目前還無法購買新的設備，也跟台南

校區做溝通是否能拿他們的設備過來 

15 設備問

題 

社辦能否提供中央空調或冷氣

(願意用冷氣卡儲值) 

學務處 

課外組 

先前已有至管理大樓察看水冷式冷氣，僅

可提供一層社團辦公室做使用，再請總務

處營繕組是否可以協助移機使用。 

持續追蹤。 

16 活動問

題 

請問還會不會有校園演唱會現在

的新生已經不會管學校排名了而

是會不會讓我玩到跟學到東西我

們學校沒有畢業舞會、校園演唱

會、連個有名的畢業影片都沒如

果我們把玩的做很好那麼說不定

會有更多新生還希望學校能夠有 

學務處 

課外組 

上述活動皆由相關學會、社團辦理之，因

本學年度學生會未產出適當人選，未來將

多鼓勵學生一同來參與學生學生自治並找

尋適合之社團來協助辦理活動等相關事

宜。 

持續追蹤。 

17 獎學金

問題 

書卷獎大一至大三至少要 15學

分，問題是當學分提早修完只剩

下必修學分了，拿了第一名卻沒

有書卷獎資格，反而遞補上的都

是因為重補修才有到那個學分，

大三課本來就不多，查詢了北部

許多大專院校都是 9學分即可，

這樣變相讓重補修的人有資格拿

書卷獎，真真實實的第一名卻因

為提早修完學分而取消資格，15

學務處 

課外組 

經評估後在下次獎學金委員會開會時提出

修正辦法。 

持續追蹤。 



學分對大三生來說蠻不合理的

吧， 

18 設備問

題 

宿舍門那邊停車場只有一個入口

真的很危險希望可以多增加一個 

總務處 已另闢新增出入口一處，預計新學期啟

用。 

已實施一進一出方式舒緩車輛。 

19 學餐問

題 

學餐都沒有廠商進駐，是否可以

有多一點選擇? 

總務處 本案將由學務處針對學生發問卷調查，再

招集相關單位討論。 

持續追蹤。 

20 安全問

題 

廠商、垃圾車在校園開車都車速

很快! 

總務處 已通知相關廠商配合學校規定注意安全慢

行，另擬於重要路口設置減速慢行標語，

提醒駕駛小心慢行。 

持續追蹤。 

21 行事曆

問題 

這個學年度畢業典禮在 6/16端

午連假，是否會調整畢業典禮時

間?畢竟端午節前後淡水好像都

有大拜拜，這樣家長來會不會太

過於壅擠? 

教務處 (教務處)畢業典禮的日程已於年度行事曆

安排，典禮之籌備與進行大多由學務處主

導，敬請學務處評估與提供意見。 

(課外組)淡水大拜拜遶境活動於端午節當

天與後一天舉行，應不影響參加畢業典禮

交通問題。 

持續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