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3 週班會建議事項處理回覆表
班級

四技觀光一甲

四技土木一甲

四技應外ㄧ甲

四技運休二乙

四技生彩二甲

四技化材三甲

四技電子三甲

四技工管一甲

四技財金一甲

建議內容

處理情況

回覆
單位

請學校對違規停車的同學加重 1.本處已加強巡邏並請學務組協助宣導停
處分，以免損害使用者權利。
車禮儀；張貼宣導公告，請師生共同遵守停
車禮儀；若仍發現違規者，請洽守衛室管理
警衛對於違規停車處理態度不
人員進行處理。
佳。
2.已要求管理人員注意禮儀。
該空間設備之調整為老師所要求需進行
之；同學所提問題將再一併與相關單位討
17-0308 教室投影機原裝置在教 論；普通教室之設施及環境將暑假期間進行
室正中間，但現以改裝左側，而 整修，以提供完善良好的教學環境，亦請同
影響右側同學權益，更是在使用 學一同愛公物；日後若有任何相關公物之報
時困擾。
修，可多加利用總務處網頁中【公物修繕報
修系統】
、
【電腦設備報修系統】
、
【視聽設備
報修系統】進行報修，已利修復時程縮短。
人文大樓部份為天氣影響；圖科大樓部份將
派員前往了解；日後若有任何相關公物之報
人文大樓的電梯很熱，圖科大樓
修，可多加利用總務處網頁中【公物修繕報
的電梯太臭。
修系統】
、
【電腦設備報修系統】
、
【視聽設備
報修系統】進行報修，已利修復時程縮短。
校內許多路道會因下雨天而積
水，導致學生上下課走路或騎車 派員前往查勘，天雨路滑時還是先請同學小
上的不便。（美食街提款機前、 心行走。
圖科大樓右邊公園旁等）
最近因常下雨希望學校多放紙 感謝同學建議，天雨路滑時還是先請同學小 總務處
箱鋪在室內防止同學滑倒。
心行走。
將派員前往檢修；日後若有任何相關公物之
報修，可多加利用總務處網頁中【公物修繕
冷氣不夠涼，無法專心上課
報修系統】
、
【電腦設備報修系統】
、
【視聽設
(17-0302)。
備報修系統】進行報修，已利修復時程縮
短。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學校不只在
日校派交通隊指揮交通，在夜校
請轉知校安中心。
日校放學時，請警衛指揮交通，
使車禍事故減少。
工管大樓電梯可以提供正確使 目前已完工，但仍需待校內驗收作業完成後
用時間嗎?
始得正式開放使用。
南校區蚊蟲很多會影響上課品 1.有關全校整體消毒本處皆於星期六上午
質及可能造成皮膚被不明蚊蟲 進行作業；若有較特殊嚴重之處請同學明確
叮咬，是否可改善。
指出教室空間，以利本處派員前往處理；亦
可至總務處網頁中【公物修繕報修系統】進
行填報，已利本處派員處理。
人文大樓地下室汽車停車場，疑 2.◎本處已加強巡邏並請學務組協助宣導
似有無停車證的機車亂停，可否 停車禮儀；張貼宣導公告，請師生共同遵守
停車禮儀。
視察，尤其近期雨季更多。
◎若仍發現違規者，請洽守衛室管理人員進
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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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建議內容

處理情況

回覆
單位

普通教室之設施及環境將暑假期間進行整
修，以提供完善良好的教學環境，亦請同學
學校應該在其他舊設備做改修 一同愛公物；日後若有任何相關公物之報
四技電機三乙
(南校區冷氣、電風扇)。
修，可多加利用總務處網頁中【公物修繕報
修系統】
、
【電腦設備報修系統】
、
【視聽設備
報修系統】進行報修，已利修復時程縮短。
建議學校獎學金除了第一名以
外，二、三名是否可以有獎學 本組會將同學反映建議轉呈相關單位研
四技工管一甲
金，這樣同學才有更強烈的學習 議，謝謝。
教務組
心態?
獎學金應該發給 1~3 名，不該只 本組會將同學反映建議轉呈相關單位研
四技電機三乙
有第一名才有。
議，謝謝。
1. 日校生輔組於放學前已排定服務學習的
同學再次檢視及打掃教室情形，惟仍有
部份班級未打掃乾淨或服務學生因故未
到情形，以致教室清潔欠佳，已協請生
輔組協助改善。
2. 晚上到教室時若發現教室不潔時請立即
到學務組反映，必要時請予拍照，俾協
調日校改善。
南校區教室與走廊的環境都比 3. 日間留下的髒亂仍請各班協助打掃，凡
四技財金一甲
其它大樓來的髒亂。
經反映處理並協助打掃乾淨，當日晚上
評比檢查確已完成打掃的班級，當日評
比成績將予酌情加分。
4. 各班教室仍請大家共同維護，值日生於
下課後應確實施打掃，晚上運用助學打
掃的同學再次實施檢查與就缺失部份予
以改善。
學務組
5. 相關宣導事項持續於學務通報宣導週
知，敬請共同配合。
1. 持續運用各項集會與學務週報宣導菸害
希望學校能夠加強管理吸煙的
防制實施規定。
部份，尤其南校區大樓，樓梯轉 2. 已利用課間巡視各樓層取締吸菸同學，
角處及化妝室都有煙蒂的出
凡經登記於非吸菸區吸菸者，將依校規
四技土木二甲
現，此外，本週上體育課於後門
檢討議處。
籃球場也有目睹同學吸煙的情 3. 發現違規吸菸同學，請發揮道德勇氣協
況。
助予以規勸，運用同儕輿論的壓力制止
是類行為，共同維護環淨衛生。
1. 日校生輔組於放學前已排定服務學習的
同學再次檢視及打掃教室情形，惟仍有
15-0606 日間部下課未擦黑板，
部份班級未打掃乾淨或服務學生因故未
四技運休二甲 日間部桌椅三排並排亂七八糟
到情形，以致教室清潔欠佳，已協請生
輔組協助改善。
未排好。
2. 晚上到教室時若發現教室不潔時請立即
到學務組反映，必要時請予拍照，俾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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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建議內容

如果有義工的活動，希望學校可
以通知，助人為快樂之本。
日校的熱舞社，有時音樂放太大
四技資工一乙
聲，導致上課困擾。
如果有工讀資訊希望可以宣導
四技資工一甲 或放置在哪個網站上讓大家都
可以知道。
四技資工一甲

回覆
單位

處理情況
調日校改善。
3. 日間留下的髒亂仍請各班協助打掃，凡
經反映處理並協助打掃乾淨，當日晚上
評比檢查確已完成打掃的班級，當日評
比成績將予酌情加分。
4. 各班教室仍請大家共同維護，值日生於
下課後應確實施打掃，晚上運用助學打
掃的同學再次實施檢查與就缺失部份予
以改善。
5. 相關宣導事項持續於學務通報宣導週
知，敬請共同配合。
同學服務的精神值得嘉許，若有相關訊息會
予以公告週知。
感謝同學建議,已勸誡同學要控制時間與音
量。
路徑為"正修首頁→行政單位→校友及職涯
發展中心→就業快訊"，即可看到工讀或就
業資訊，亦可向本中心詢問。

課外組
校友及
職涯發
展中心

四技應外四甲 學費調降。

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自 93 學年度至今均未
調漲。

會計處

四技資管四乙 為什麼夜校生還要考證照。

證照是一種能力的證明，資管系從創系第一
屆起即規定資管資訊能力為畢業門檻（可用
資訊相關證照與參加競賽證明），多數同學
均能在四年內規劃取得。

資管系

請將羽球館之窗戶打開，空氣流通後會比較
涼快。

運休系

體育課登階測驗使用羽球課，導 每學期均會安排一週實施體適能檢驗，若該
致 ㄧ 節 體 育 課 ( 原 本 要 測 驗 登 週為羽球課需做檢測，至於時間安排上會請
階)沒事做，請排定課程時排好。 老師注意。

運休系

羽球課教室太熱。
四技資管二甲

教室的滑鼠不見了(18-0402)去
四技企管二甲 系辦借有聽到別間教室的也不
見了，該如何是好?
系上如果有一些活動或申請證
照時能給予充分時間準備和填
四技資工三乙
寫，不致於同學來不及繳交證
件。

由於滑鼠無法固定，難以預防偷竊行為，敬
請同學能協助留意。滑鼠不見了，請至系辦
領取。

企管系

於學校公告相關活動或申請證照時，將會盡
快同步發送紙本通知給各班；也請同學多多
注意學校首頁及系網最新消息。

資工系

多一份溝通，多一份服務
進修部學務組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