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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 

創意一甲 
南校區 18－1F女生廁所電燈不亮。  

將派員前往查勘，另請同學多加利用總務處網頁

中【公物修繕報修系統】進行報修，已利修復時

程縮短。 

總務處 

四技 

運休一甲 

建議學校天氣逐漸變冷就不要開放

冷氣，以免學生感冒人數增加。 

教室冷氣溫度控制恆溫維持 25度，如太冷可先

關掉 1台冷氣。 

四技 

資管ㄧ乙 

教室 15-0402 投影機效果不佳，色

彩失真，且沒有滑鼠。 

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視聽設備報修系統】

進行報修，以利設備維修時效；並請一同愛惜公

物。 

四技 

運休二甲 

建議 17-0407 教室內設備可盡快維

修。 

請同學提供確切設備名稱，以利派員前往查勘。 

四技 

幼保二乙 

22-0405教室有些電腦螢幕不佳，希

望能盡速修理。 

屬專業教室，轉知國企系系辦公室。 

若有修護需求，由系辦人員於本處線上【電腦設

備報修系統】進行報修。 

四技 

機械二甲 

校園監視器要保持運作狀態，才能

發揮功能，否則形同虛設。 

請同學指出明確地點，以利了解現況。 

四技 

企管二甲 

機車停車場攝影機，照的地方有死

角有些車位攝影機照不到。 

請同學提供確切樓層空間，以利派員前往勘查。 

四技 

電子二甲 

03-0703 和 03-0803 的教室白板可

以換新?特別是 03-0703 白板非常

髒。 

屬專業教室，轉知電子系系辦公室。 

若有修護需求，由系辦人員於本處線上【公物修

繕報修系統】進行報修。 

四技 

化材三甲 

希望廁所能夠乾淨一點，垃圾都多

到滿出來。 

請同學提供正確處所及發現時段，將派員加強衛

生清潔，並共同維護環境清潔。 

四技 

應外三甲 

17-0310投影機壞掉! 
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視聽設備報修系統】

進行報修，以利設備維修時效。 

學餐電視可以換新的嗎?太爛了! 已轉知廠商改善相關設施，提供良好用餐環境。 

四技 

資管三乙 

15-0605 投影機還沒修好，很不方

便。 

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視聽設備報修系統】

進行報修，以利設備維修時效。 

四技 

企管三甲 

18-0402風扇灰塵堆積很厚，麻煩一

下，謝謝。 

將於 12月底進行清潔。 

四技 

運休四丙 

100.11.23 學校消毒建議事先通

知，有些同學住在偏遠地區趕來學

校，空跑ㄧ場，而且有些同學不適

應消毒水味。 

謝謝同學建議，由於消毒事宜為衛生局所訂，臨

時通知造成不便，請同學見諒。日後將會同教

(學)務單位辦理通知 

四技 

機械四甲 
圖科大樓中間的電梯常下陷很多。 

將派員前往查勘，另請同學多加利用總務處網頁

中【公物修繕報修系統】進行報修，已利修復時

程縮短。 

四技 

財金四乙 

登革熱也太晚噴了，造成教室味道

很差。 

謝謝同學建議，由於消毒事宜為衛生局所訂，臨

時通知造成不便，請同學見諒。日後將會同教

(學)務單位辦理通知 

四技 

建築一甲 
停車場費用減少。 

每學期 450元，平均 1天停車費約 5元，比照一

般收費已很便宜。 

四技 

運休三甲 

南校區0410教室的投影布幕壞很久

都沒有修。 

已修復完成；另請同學多加利用本處線上【視聽

設備報修系統】進行報修，以利設備維修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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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 

時尚二甲 
請加強保衛走學校後門的女生。 將與校安中心研議 

四技 

資管ㄧ甲 

學校飲水機好少，找不到。 

學校目前每棟大樓每樓層均設有飲水機；同學若

有發現不足之處請明確指出處所以利本處派員

前往勘查了解。 

學校前門左邊停車場附近都有時會

聞到瓦斯味。 

本處將派員前往了解 

四技 

土木ㄧ甲 

各教室整潔評分提供扣分照片(ex:

黑板沒擦拍照存證)。 

同學若對綠色環保小組評分有質疑，可於收到紅

單時立即向學務組承辦人了解說明。 

學務組 

 

四技 

資管ㄧ丙 

多辦一些週末的活動讓進修部學生

可以多參與學校的活動。 

因時間、地點、人力、經費的限制暫不考慮在週

末辦理活動。 

四技 

資工ㄧ乙 
校園活動可否多ㄧ點，拜託。 請提出具體建議或企畫案以便規劃。 

四技 

資工二乙 

請教官常到圖科大樓巡視各教室偷

抽菸的情況。 

會加強巡視也請同學能互相提醒或向教官立即

反映處理。 

四技 

工管三甲 

建議學校捐血那ㄧ週，能告知老師

勿於那週舉行考試或個人報告。 

同學可向任課老師表達建議，但需尊重任課老師

的決定。 

四技 

土木三甲 

希望多辦一些表演活動，讓更多不

同時段學生能夠參加。 
請具體提出建議或企畫案以便規劃。 

四技 

資管三甲 

後門機車都亂停。 
持續宣導中，校內仍有停車位，同學可考慮停放

校內。 

可有學校附近餐廳合作，只要是本

校學生，能學生證就可折扣，可觀

摩其他學校。 

特約廠商優惠資訊請至學聯會網頁瀏覽或至學

聯會辦公室查詢 

四技 

資工四乙 

每次去 15-0404 教室上課發現日校

的垃圾都丟在地上不處理。 

請服務股長當天即到學務組填寫反映單交日間

部生輔組處理 

四技 

時尚二甲 

希望夜校的社團可以多樣化，活動

多ㄧ點。 

目前有學聯會、學議會、畢聯會、網球社、攝影

社，若希望社團能再多樣化，活動多一點，請提

出具體建議。 

請加強保衛走學校後門的女生。 
教官、警衛每日放學時都會在側門維護護同學安

全。 

四技 

幼保一甲 

轉系截止日只公佈日校網頁，使進

修同學無法得知此消息。 

校內相關辦法規定申請期程為期中考試後二週

內，教務組已於公佈欄公告，感謝同學建議，提

供本組未來改進參考。 

教務組 四技 

運休三甲 

南校區使用白板都要自備白板筆很

麻煩，白板筆寫到沒水也沒有備用

的補充液可用。 

請同學向教務組領取白板筆，下課時亦請自行保

管，使用上如有任何狀況，皆可向本組換領，感

謝同學共同珍惜教學資源。 

二技 

運休四甲 

成績優異獎學金的部份，申請是否

有通過!?應該要通知學生。 

教務組會請班代轉達班上學業優秀獲獎同學，另

於教務組公佈欄張貼各班獲獎同學名單。 

四技 

企管四乙 

動作很慢，影響學生權益，獎學金

真的少的可憐。 

同學您好，獎助學金有分校內獎助學金以及校外

獎助學金，建議您可留意校外獎助學金資訊，相
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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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公告於課外活動組各項獎助學金網頁，若有

其他關於獎助學金的問題可直接洽詢課外活動

組為您解決。敬祝  學安 

四技 

資工ㄧ甲 

希望證照班(資工)可以多開乙、丙

級班次，以利大家可以報名拿取證

照。 

乙、丙級證照班為學校研發處統一開班，將建議

學校多開班，本系將極力配合及宣導，鼓勵同學

多參與 

資工系 
如果學校可以接一些業界的小案件

或曾經做過的專案，可以讓學生學

得更多更接近社會。 

1. 本系已與多家產業界合作執行產學合作計

畫。 

2. 將配合學校「協同教學」及「千人業師」機

制，擴展至進修部各班，共同執行產學合作

教學。 

四技 

企管四乙 
退費能快一點好嗎?  

建議事項未敘明特定退費項目，無法查詢說明實

際退費情形。惟退費均依規定程序辦理，仍將協

調各業務相關經辦人員儘速辦理退費業務。 

會計處 

二專 

運休二甲 
電腦上機費太貴。 

一、電腦實習費收費對象僅限於該學期修習電腦

實習課程之學生，本項費用收入運用方式為專款

專用，用以添購電腦設備、相關實習材料及機器

維護等支出，本項費用自 96 學年度至今均未調

漲，歷年電腦實習費收入均不足支應相關支出。 

二、本校僅收取「電腦實習費」，並未另再收取

「校園網路使用費」(他校另有收費)。 

四技 

企管二丙 

體育組籃球、排球器具等品質皆為

不好，建議採用較好之球類器具等

等。 

學校每年都會採購球類等消耗品，採購的品牌與

品質都有一定要求，若體育課使用時拿到老舊不

堪使用之球具，可請器材室換良品使用，謝謝。 

體育室 

建議圖書館能增設 i-pad 予同學使

用。 

本處已規劃逐年增購 i-Pad之預算，目前於一樓

流通櫃台旁檢索區增設一台 i-Pad，歡迎大家踴

躍利用。 

圖資處 

四技 

電機三乙 
學校的 wi-fi速度希望能提升。 

本校佈建的無線網路，因建置時期不同分別提供

從 10M、54M到 350Mbps的傳輸速率，同學可能

在不同的大樓會有不同的情況。另外，無線傳輸

的速度也與行動設備與 AP(無線存取設備)的距

離有關，距離越近，才能以高速進行傳輸，否則

只能降低速度傳輸。而且該 AP範圍內若有設備

以較低的速率的技術連接，也會降低所有人的存

取速度。因此希望同學能準確的提供你認為無線

上網速度不夠的位置，例如哪一棟大樓的哪一層

樓，靠近哪個位置，在什麼時間使用等資料，以

協助學校進行偵測與改善。 

四技 

建築一甲 

繳交作業延期，要求老師體諒學生

減少當課。 

已請導師瞭解學生學習，針對特別科目給予適當

輔導，並加強導師與任課老師的溝通。 
建築系 

四技 

生彩一甲 

希望老師上課能夠增加同學的互

動。 

已轉達已訊息給系上任課老師，也希望學生能與

老師有更多互動。 
生彩學程 

二專 

運休二甲 
中餐實作概論材料費太貴。 

材料費本諸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故修此類實務操

作類課程，務必繳費。至於收費標準依課程內容
運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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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差異，原則高職端 3 學分課程每學期收費

3000 元，高雄餐旅大學同性質課程 3 學分收費

2000~3000 元，南榮技術學院 2 學分收費

1000~2000元，故相較鄰近學校同質課程，本校

收費並無過高之虞。 

四技 

資管ㄧ甲 

本系的課程為什麼都沒有考證照的

課程(ex:mos、mta、aca等等) 

本系四技的課程配合證照考試的課程相當多

元，MOS的 Excell類有資料處理與 VBA，Access

類有資料庫管理系統；MTA的視窗系統開發認證

有計算機概論、網路安全認證有資訊安全、網路

管理與應用認證有企業資訊網路、資料庫管理認

證有資料庫管理系統；ACA 的 Photosho 類有多

媒 體 應 用 、 Flash 類 有 電 腦 動 畫 設 計 、

Dreamweaver 類有互動式網頁設計。MOS 類的

Word與 Powerpoint雖然沒有對應課程，但是報

名圖科六樓的資訊創新服務中心證照考試也會

有輔導課程。 

資管系 

四技 

企管二丙 

請學校能多辦些藝文活動之類節

目，增加休閒活動(ex:音樂演奏

會)。 

藝術中心與通識教育中心合辦之「文化藝術融入

通識教學實施計畫」於本學期進修部通識課程時

段計舉辦「浪漫琴緣─陳冠宇鋼琴演奏會」及「美

聲禮讚─台灣美聲室內合唱團」兩場音樂會，預

計於下學期將邀請台南人劇團蒞校演出，並將舉

辦 3場音樂演奏講座，敬請同學踴躍參與。 

藝術中心 

  

多一份溝通，多一份服務                                

                                                             進修部學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