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理大學 107 學年度 在校生座談會 學生建議暨回覆彙整表 

編號 案件名稱 案由 回覆單位 內容 後續改善 

01 圖書館 能否加長圖書館的開放時間？ 

提議： 
希望能開放至 22:00，並增加周末開放

時間。 

圖書館 由於真理街警衛僅值班到 19:00，
另因本館館員及校方工讀金的人

力提供皆無法因應支援，基於校

園安全考量因素，故夜間開放仍

維持目前現況至 20:00。 

107 學年度下學期開始，

增加圖書館「周日」的開

放 ， 開 放 時 間 為

13:10~16:50。 

02 圖書館 1. 本校圖書館開館時間一再縮短，嚴

重影響學生權益且圖書館四樓之自

修室尚未好好使其發揮作用，環境

設備簡陋，希望可整頓打造。使學

生有個良好讀書環境，且可與其他

學校相同，有24小時自修室，可供

學生利用。 

2. 學校圖書館討論室設備極為簡陋，

隔音效果極差，希望能改善。 

圖書館 1. 本館於 107 年 11 月底已請廠

商評估及報價修繕四樓書庫

及自修室的閱讀環境。有關 24
小時自修室之設置，亦基於安

全考量(需有整體配套完善做

法)，目前不易實施。 
2. 本館共有兩間討論室供學生

預約使用，其一「二樓討論室」

為木造及玻璃隔間之場所，當

初為因地制宜所設置的使用

空間，隔間未做到頂係因考慮

空氣流通之故。已經廠商評估

相關工程，若增加隔間高度則

須增設窗型冷氣且隔音效果

仍無法有效改善。故請同學優

先申請一樓討論室使用。 

1. 本館擬編列「四樓書

庫及閱覽室的閱讀環

境改善」之預算，在校

方經費許可下進行逐

步改善。 
2. 本館討論室之使用及

預約辦法將於寒假期

間開會調整後公佈

之，另二樓討論室擬

挪作他用。 

03 圖書館 圖書館藏書過於老舊 

提議： 

更新圖書館文書 

圖書館 1. 圖書館每學年度皆有分配予

各系所圖書購置經費以添購

所需圖書，館內設有新書展

示區，擺放新購置之圖書供

1. 持續實施館藏篩選與

淘汰，逐年汰舊以保

持書架上圖書的新穎

度。 



同學借閱。歡迎全校師生至

圖書館網站填寫圖書介購表

單，以豐富及更新圖書資源。

2. 除紙本圖書外，本館亦加入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

聯盟」共同採購與共同享用

電子資源，目前累積館藏共

計 379,062 冊電子書，全校師

生請多善加利用。 

2. 積極爭取較充裕之圖

書經費用以持續增添

最新文書之數量。 

04 體育平台燈光設

備 
體育平台關燈時間過早，常常社團

系會還在活動，都只能摸黑進行。 

提議： 

1. 延長開燈時間 

2. 每個社團、系會指定一負責人，

由負責人開關燈，未關則罰款、

處罰。 

體育教育中心 1. 體育平台燈光電源開關安裝

於 4 樓變電室內，以安全為

考量，變電室一般採關閉狀

態，目前由本中心訓練之工

讀生配合體育課程需要及門

禁管制時間做開關動作，如

需延長開放時間，相對需增

加工讀金支出，礙於經費有

限，目前可能無法再支出多

餘的工讀金。 
2. 變電室可能有漏電或誤觸開

關之情事發生，為安全考量

不建議擅自開啟並由非管理

人員自行操作。 

本案將配合總務處營繕

組討論是否能安裝定時

開關，以改善此問題。 



05 學生活動空間 目前學校能使用的大型場地有韻律教

室、體育平台、玻璃屋。當系會、社

團…等學生活動遇到下雨時，常有場地

不夠用之情況。 
提議： 
1. 將體育館閒置空間提供給學生、社

團、系會使用。 
2. 另行規劃學校閒置空間為活動中心 

體育教育中心 
總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1. 清查全校可用之閒置空間，

經評估規劃後，倘有適用空

間再行提供使用。 
2. 至於體育館內的空間，亦需

與體育中心商討。 
體教中心：體育館開放依「真理

大學運動場館使用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運動場館用途、開放時

間、使用規則及借用程序皆有明

確規範，建議參考體育教育中心

網頁，並依規定提出申請。 
學務處：目前規劃的學生使用空

間有玻璃屋、韻律教室、演講

廳、社團辦公室、音樂廳等地，

除了做好現有場地管理外，其他

校內可利用之閒置空間需賴其他

單位互相協調與溝通，課外將協

助整理學生需求往上呈報。 

體教中心：本案將配合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於

幹部研習營提供附件資

料，供各系學會幹部參

考使用。 

06 社團設備 社團大型設備過舊，如音響、電腦。 

提議： 
撥發資金給各社團添購器材，依照設備

使用年限，定時更新。 

學務處 每年皆有請各社團提供社團設備

購置需求，依照每年經費狀況酌

情購置。電腦算是私有財，且有

需逐年汰換與更新其零件與軟體

等問題，宥於社團補助經費需作

最有效度利用之原則，建議各社

團依據自身使用狀況，用社團收

入購置。 

 

07 社團設備 倘若學校經費允許，演講廳那棟四樓 學務處 總務處：將於 108 學年度編列預  



可不可以加裝冷氣？那裡真的很熱。 總務處 算。 
學務處：目前預算已在規劃中。 

08 社團經營 社團風氣不足，許多學生下課都直接回

家，該如何增加學生參與意願？ 
提議： 

除學校宣傳外，學生會及社團的自力

宣導外，或許可以將社團活動列為必

修學分。 

學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學生社團活動應屬學務

處推廣之項目，將社團活動列為

必修學分，必須有足夠的社團活

動才得以執行，目前本校社團數

量並不充足，況且學生興趣多

元，無法滿足列為必修課程之需

求，建議還是由學務處進行加強

宣導。 
學務處：擬加強改善學生社團使

用空間與設備，以提高同學留校

使用之意願，必修學分之提議將

建請提至學務處會議進行討論。 

 

09 社團補助 社團補助經費相對於他校較少，該如何

增加？ 
提議： 

與教育部爭取預算。 

學務處 建議學校方面能夠在獎補助款或

學輔經費比例有所調整，此舉除

了提升學生參與意願，也有助於

相關社團活動辦理。 

 

10 宿舍公共設施 學生宿舍未設置冰箱，食物保存不

便。如：水果、蛋糕 

提議： 
增設公共冰箱，每層樓各一個或統一設

置於一樓。 

學務處 1.考量公共設施增設冰箱對於食

品及冷凍物品管理不易及衛生問

題，故未設置相關設施。 
2.如有需求可向住宿管理人員協

助，但仍建議食物盡可能不隔夜

為宜。 

 

11 宿舍公共設施 宿舍謙遜樓何時能裝監視器？ 學務處 1.謙遜樓各層樓尚未設置監視

器，將會逐年提出預算增加，且

大門及電梯均有鏡頭監控。 
2.宿舍各棟仍會持續評估，已超

 



過年限或不足之處將會逐年更新

或汰換。 

12 操場設備 本校操場遇到颳起強風時便會塵土飛

揚，有沒有考慮換成 PU 或其他材質的

跑道？ 

體育教育中心 國內學校常見的 PU 跑道，近來

被研究指出，這類跑道容易受雨

水侵蝕而隆起，高溫照射下有釋

放毒物的疑慮，再加上跑道建造

及維護使用成本較高，所以並不

建議使用此跑道類型，本校運動

場跑道周圍大型樹根交錯複雜，

更加不利於 PU 跑道之建置。各

類型跑道各有其適用條件，並無

絕對好壞，本校因地制宜使用紅

土跑道既環保又容易保養，未來

可能成了真理大學的校園標誌。 

 

13 學生交通 前陣子有真理的專車，對於通勤的學生

是個很好的資源，不過為甚麼實施沒多

久就停止了呢？而且一到下課後門總是

排滿等公車的人，如果有專車，人潮變

化消化得較快，希望可以恢復專車。 
提議： 
試營運的時間為 6:00-8:00，所以 9:00-
16:00 是沒有專車的。我認為 9 點才是

學生最多的時間。 
希望可以爭取班次增加或繼續爭取專

車，並且調整時間。 

總務處 總務處： 
1. 學生專車經試營運評估後，

淡水客運依營運結果宣布停

駛，惟願加開尖峰時段班車

以疏解上、下課搭車人潮。 
2. 學校會再次請淡水客運確實

於尖峰時段加開班車。 

 

14 學生交通 搭乘 857 客運至淡水真理大學的學生很

多，時常因公車塞車或未發車而無法上

車導致遲到，公車班次也少。可先分析

總務處 總務處：將向客運公司反應建

議。 
 



哪些地區的學生前往真理大學，並實施

計畫，避免行駛後又停駛。 
提議： 
是否能有校車提供給淡水以外地區。

EX:三重、蘆洲地區。 

15 校外交通 學校後門紅綠燈甚麼時候可以做好？ 
提議： 
有關學校後門紅綠燈，可以和當地地主

溝通，爭取設置。 

總務處 1. 將向新民街里長（或文化里

長）及交通管轄單位反應建

議（評估可行性）。 
2. 2018/12/28 日(五)總務長蔡

博元參加淡水區區務會議提

案：於新民街真理大學校門

口前裝設交通號誌之可行

性。淡水區區長當場交待工

務課會同本校現場會勘。 

 

16 籃球場場地 室外籃球場的場地，有一些裂痕，能不

能將這些裂痕修補？對於有在打球或平

常系隊練習的人來說，只要跌倒撞到就

有直接受傷的可能。 
提議： 
修補地板裂縫。 

體育教育中心 
總務處 

總務處： 
1. 於108學年度編列預算。 
2. 若107學年度有修繕節餘

款，可提前於暑假期間維修

地板裂縫。 
體教中心：伸縮縫因氣候變化差

距容易造成龜裂情況產生，有直

接造成受傷之慮，將與廠商討論

調整材質後修復。 

體教中心：本案將配合

總務處營繕組及廠商討

論調整材質修復。 

17 學生餐廳 想請問學校的學生餐廳是否有招標？ 
還是有沒有可能轉型成其他空間，如展

覽肩或發表會之類的場所。 

總務處 學生餐廳已積極進行招商中，目

前已與有意願廠商洽商中，期望

達成協議，順利於下學期開始營

運以提供服務予全校師生。 

 

18 教室設備 教室電子設備過於老舊，常致老師上課 教務處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已更換ㄧ般  



無法使用，不利於學生聽課。 
提議： 
更新電子器材 

教室投影機及 516 教室電腦，於

寒假期間將會再更換 14 間之電

腦，因經費之關係，教與學發展

中心只能逐年更換數位講桌之設

備。 

19 教室設備 二棟、五棟電腦與投影機容易故障，導

致同學無法報告或老師上課時間延遲，

是否可改善？ 
提議： 
1. 定期檢查設備 
2. 汰換老舊設備 

教務處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已更換ㄧ般

教室投影機及 516 教室電腦，於

寒假期間將會再更換 14 間之電

腦，因經費之關係，教與學發展

中心只能逐年更換數位講桌之設

備。 

 

20 體育資源分配 1. 體育館電梯，無法讓搬器材者使

用。 
2. 室內場館使用時間公布不清楚。 
提議： 
1. 電梯如使用狀況良好，應皆在上課

時間開放。 
2. 場館時間及使用狀況應明確標示在

場館中。開燈不應為不能使用的理

由。 

體育教育中心 1. 體育館電梯開館以來至今尚

未更新，其原因為周圍腹地

受限，場館結構無法支撐更

大型的梯廂且機房也無法擴

充，目前電梯長時間使用很

容易發生異常狀況，如門到

達指定樓層無法順利開啟及

梯箱與樓層平台產生過大間

距，為避免意外發生，故僅

開放公務使用。(若上課需要

搬運較重之器材至室內外或

有同學受傷可洽本中心人員

或工讀生開啟) 
2. 體育館開放依「真理大學運

動場館使用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運動場館用途、開放

時間、使用規則及借用程序

體育館電梯再請總務處

營繕組與電梯保養廠商

研議，是否有其他方式

可供參考更新。 



皆有明確規範，建議參考體

育教育中心網頁，並依規定

提出申請。 

21 教師評鑑 導師評鑑效用不大，同一個老師仍然以

不當的方式授課。去年全體評鑑平均

4,7 分，可見教師評鑑成效不彰。 
提議： 
學務長或評鑑老師可長期探視上課情

形。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導師評鑑屬學務處負責

之項目，非教務處負責之項目，

請學務處回應。 
學務處： 
1.依本校導師制度及導師輔導活

動相關辦法，每學期發放導師輔

導費，指定導師每學期發給 4500
元，認輔導師每學期每位導生

150 元，每位認輔導師輔導學生

總人數以六十人為限。 
2.為提升導師制度成效: 
A.現行導師評鑑非學生必要填寫

項目，敬請電算中心協助設定學

生必須填寫導師評鑑後才能選

課。 
B.導師評鑑低於 3.5 分者，縮減

該導師下一學期之導師輔導費，

指定導師由 4500 元減至 2500
元，認輔導師由每位學生 150 元

減至 75 元，認輔學生人數由 60
人減至 20 人。 

 

22 機車停車 由於最近下班回家學校附近的巷子停車

格爆滿，每次都要繞很久還找不到位

置。而平日學校的停車位很空卻無法停

車。請學校評估停車場開放的可能性、

總務處 學校停車場基於門禁管理與安全

考量，不宜對外開放。 
 



宿舍學生的意願以及其他在校生是否有

同樣需求？ 
提議： 
門禁時間 23:30 之後，開放機車停車場

23 宿舍門禁 以公立學校為例，目前幾乎都取消門禁

制度，改用刷卡進出宿舍。或是可學習

北藝大，如有同學當天可能會超過門禁

時間回宿舍，可以向宿舍管理處申請夜

卡，讓學生在門禁時間過後還能返回宿

舍，並於隔天歸還夜卡。 
提議： 
希望能取消宿舍門禁制度。 

學務處 1.鑒於學校幅員及腹地影響，宿

舍緊鄰周邊重要道路及商(住)
家，基於安全考量，目前仍實施

門禁管制，為確保學生住宿安

全，未來將檢討相關配套措施

後，無安全之虞，將會解除門

禁。 
2.目前宿舍管制仍配合學校的門

禁時間，且在申請住宿時，應已

同意宿舍管理相關措施，如對於

有晚歸需求的同學，經登記後亦

會由管理人員開放宿舍大門，絕

不會讓同學流落街頭。 

 

24 宿舍門禁 幾年前輔仁大學炒得沸沸揚揚的門禁事

件吸引全國注意。目前台大、政大、淡

江、輔大皆以沒有門禁。本校是否有考

慮解除門禁制度與晚點名制度？ 
提議： 
廢除門禁與晚點名制度，改以電子卡控

管住宿生進出。 

學務處  

25 吸菸區存廢 學校有設置吸菸區，我想請問可以不要

撤除那麼多嗎？學校吸菸人數其實不

少，若撤除那麼多，那大家為了方便不

都會隨處亂抽菸，ˋ這樣學校的環境會

很難控管。 

學務處 1.目前已設置了吸菸區，為考量

約束吸菸者，讓環境也能改善，

惟無菸校園是各級學校最終目

標，學校仍會循序漸進將吸菸區

裁撤。 
2.吸菸有害身心，學校將會以柔

性規勸並適時宣導，減少吸菸人

數。 

 



26 選課課程 通識課程選擇性太少，通識課所開的時

間長與每個系上課程衝突、課程名稱也

與課程不符。 
提議： 
希望能有更多語言及專業課程，以幫助

未來進入職場做準備。 

教務處 1. 107 學年度上學期通識選修

課程共開 70 門課,選擇性應

該是很多，通識選修課無法

固定於某時段,因為各系專業

課程時間不同，排課僅能就

有教室的時段排課,且同學於

四年內應該不至於沒有空堂

時間可以選修通識課。 
2. 通識選修語言課程 107 學年

度共有英文.日文.韓文.法文.
西班牙文等課程，學生可依

據興趣選修，至於專業課程,
那應該是各系要負責教學生

的技能,讓學生可以面對職

場，不是通識教育的任務。 

 

27 教師與課程問題 之前修體育(四)籃球課，由於家裡發生

喪假，故未到校上課，大約過了三週才

會到學校，並拿著訃文向該體育老師請

假，但該老師卻說，不給請喪假，故為

曠課。接著後來家裡由於信仰問題，之

後該課堂必須回家中拜拜，為期約兩

週。故該老師算我曠課，所以該堂課被

當。 
想請問為何有證明而請不得喪假？ 

教務處 是否准假或扣分均屬教師權責，

但教與學發展中心會在相關會議

中向老師宣導應於課程大綱中敘

明請假扣分標準。 

 

28 教師與課程問題 系上法學緒論老師林植堅老師，上課並

非毫無內容但是考試內容相當模糊甚至

非上課內容，上課的提問和教學課程完

全由老師心情決定。若學生不回答自己

教務處 
法律系 

教務處： 
1. 本題應由法律系向老師宣

導。 

 



的問題就會一直卡在此問題中，不上正

課和課本內容，且將老師指定的課本內

容讀遍也找不到老師考試範圍及內容，

若學生看課本或自己溫書就懂就不需來

學校向老師學習了！ 
PS.如果夜間部沒有開課，那學生就會

影響畢業權益，且於之前的教師評量上

亦有同學敘明，可得到的結果為現在大

ㄧ的直屬學弟妹也深陷其中。本人大一

沒有翹課和上課不認真情形，還是被當

掉。 

2. 教與學發展中心也會於相關

會議請系主任、院長向教師

宣導。 
法律系： 
 林植堅老師為法理學專長，恐

是法理學對學生太過抽象，已經

請授課老師已較為具體之方式授

課。 

29 教師與課程問題 首先，系上不只一個老師有文不對題的

問題，不然就是整學期照書、PPT 念一

學期，老師不認真教學，得過且過。希

望師資改進，對得起 45,000 的學費！ 

教務處 教與學發展中心也會於相關會議

請系主任、院長向教師宣導。 
 

30 教師與課程問題 財稅系系助態度超差，借個冷氣遙控像

是在訓問，還很用力摔給我們！ 
(個案)： 
之前大一會計加選時有去問問題，態度

一樣非常不好！有向林家棋主任提起但

目前感受到的態度還是這樣。 
希望財稅系系助態度對任何人都不要有

偏差，對教授態度好，對學生態度也要

好。 

教務處 
財稅系 

教務處：轉請財稅系回答。 
財稅系： 
1. 茲因教室冷氣遙控器建置於

冷氣機設備下，不至於要至系

辦借冷氣遙控器。 
2. 風扇遙控器本系固定放在系

辦某一地點，學生借用皆自行

取用並放回。 
3. 大一會計課，因是選修課並且

由財稅系老師支授授課。因教

室容量的關係，以至於當下無

法再加選。惟 107 學年度已將

 



課堂教室規畫至 310 教室，以

解決學生選課問題。 
4. 當時有一些學生及教師同時

有事請求協助，助理無法一

一完全妥善處理，以至於讓

學生產生不良印象，已將此

反應告知助理，助理也虛心

接受指正，同時希望未來能

夠提供師生良好的服務品

質。 

31 課外活動申請 每次申請課外活動都需跑各種簽呈或經

費申請，很浪費時間、紙本。 
 
建議： 
下學期能全部建檔，將課外活動申請之

所有步驟電子化，就跟選課系統一樣全

部都從線上申請。 

學務處 目前以正在進行電子化流程，但

因尚有些許技術性原因，正在調

整，預計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執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