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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週班會建議事項處理回覆表 

班級 建議內容 處理情況 回覆單位 

四技機械四乙 機械館蚊子太多。 本處將派員前往消毒 

總務處 

 

 

四技資管三甲 多設置吸菸區。 
配合無菸校園，與相關單位多次研商

後，不再增設吸菸區（已設有 3處）。 

四技機械二乙 多裝監視器、加強巡守。 請同學指出明確地點，以利了解現況。 

四技運休二乙 

後門建議多裝監視器，希望教官多巡邏

後門，許多學生抱怨車子被偷，不良份

子出沒茲事。 

監視設備研議中。 

(教官多巡邏轉校安中心) 

四技資管一甲 

增加吸菸區。 
配合無菸校園，與相關單位多次研商

後，不再增設吸菸區（已設有 3處）。 

校園垃圾桶定時清理，放學常見垃圾滿

出至地上。 

本處皆有定期進行清理，請同學提供

明確處所並共同維護環境清潔。 

四技創意一甲 廁所沒有衛生紙。 暫不提供衛生紙 

四技建築一甲 
校園中照明狀況有待加強，以及有關清

潔作業人員關注及協助作業。 

請提供明確地點以便派員查明狀況；

另清潔人員事項請更明確說明以利作

業。 

四技土資ㄧ甲 17棟沒有電梯。 目前無設置規劃 

四技時尚二甲 
希望學校停車證貼紙可以防水，否則下

雨或洗車後貼紙容易脫落。 
將改善採購品質 

四技企管二甲 
希望教室冷氣可以調溫度，有時候太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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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資管二甲 

有時上課 5 節課，希望側門可以 11 點

半關，才不會有些車停在側門的同學無

法出去。 

本學期為四節課至 22:15，側門門禁時

間為 23點，應屬合理，若有需求請洽

正門守衛室分機 1155。 

四技資管二乙 
教官室旁的廁所，有濃重異味散出，班

級體育課經過聞到。 

該狀況為本體設計問題，目前尋求改

善方式中。 

四技工管三甲 建議抽菸區多開放幾個地區。 
配合無菸校園，與相關單位多次研商

後，不再增設吸菸區（已設有 3處）。 

四技電機四甲 希望 7-11可以到 11點。 已轉知廠商 

四技運休四丙 
放學人潮擁擠，有個人指揮交通會較

好。 

該時段保全人員負責至校園出口處之

車輛管理(轉校安中心) 

四技國企三甲 

希望教室冷氣下客可以不要關閉，上課

還要再開啟會很麻煩。 

因應節能減碳事宜，學校冷氣開放一

律依課表而定 

建議學校餐廳多樣化，吃來吃去只有幾

樣非常單調。 
已轉知廠商 

四技資工一甲 

希望每學期書商可以直接開進校園讓

學生方便搬、退書。 
以門禁管理要點辦理 

希望學校能於六日舉辦活動，讓夜間同

學也可以參與。 

星期六、日假日班上課，校園內使用

空間有限，進修部辦理活動時間仍以

週一至五晚上為原則。 

學務組 
為了促進同學人際關係，希望安排系與

系之間的系遊一、二日。 

立意甚佳，可請各系代表與班級幹部

規劃安排。 

四技資管三甲 
夜校可多安排課外活動項目，校園講座

或者演唱會。 

進修部受限於時間、空間、經費及人

力，活動舉辦次數有限，同學若有具

體的活動內容，可提供學聯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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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電機四甲 
希望能改善煙蒂，17棟樓層中堂，有許

多新生較為不知情。 

期初即推動「菸害防制暨室外吸菸區

宣導簽署」活動，將本校吸菸區及相

關規定請全班同學閱覽後簽署，若發

現新生違規吸菸，請學長即時予以規

勸，教官也會再加強宣導及巡查。 

學務組 

四技資管一甲 

新生體檢收取費用太貴，檢查項目都很

基本，多為人工方式檢查，請更新為儀

器。 

一、體檢收費同學可至校外醫院詢問

比價。 

二、體檢醫院設備問題已向體檢醫院

反應。 

 
老師上課時，無粉筆，白板筆，板擦。 

上課所需粉筆、板擦請至學務組領

取，白板筆請至教務組領取。 

四技資管四乙 請畢聯會不要半夜才傳簡訊通知事情。 畢聯會對此深感歉意，一定會改進。 

四技觀光二乙 
如果觀光學程舉辦迎新，學校會有多少

經費幫助。 

依學聯會補助項目規定，各系迎新活

動新生班級每位會員可補助 50元。 

四技觀光一甲 
17-0409 教室課桌椅數亮不是太多就是

太少，請學校處理。 
已請日間部配合處理。 

四技企管一丙 
建議學校將要公佈給同學的資料系統

性的歸類，以利同學上網查閱。 

請至學務組具體說明所需，以利規劃

同學上網查詢各項資料的流暢性。 

四技生彩一甲 選課時間延長一點，最好有三週緩衝。 

現行二週選課作業期程已屬極限，請

同學掌握選課時間，確保個人修課權

益。 

教務組 

四計化材三甲 
希望可提供公共的借器材教室，如收音

機(有 CD)、麥克風等。 

教務組提供如：CD 播放機、延長線等

簡易器材借用，同學們如有需求可持

證件至本組辦理借用，謝謝。 

四技電子三甲 

希望不要因為不同科系而不願借用教

學用品(收音機、麥克風)，如幼保系不

能借電子系用品，電子科不能借用幼保

系物品。 

各系（學程）器材為符其班級上課所

需，恐無法滿足外借需求，同學可先

洽請原系（學程）協調借用，或持證

件至教務組辦理借用。 

四技國企四甲 

有同學打電話至教務詢問選修事項，請

教務其中一位幫忙轉同處室吳小姐，那

位教務先生口氣不良的說你當我這裡

是總機，然後只幫同學轉本系系辦，希

望學校可以加強行政人員態度。 

本組會加強要求同仁服務禮儀，不周

之處，請 同學見諒。 

四技電子二甲 

希望可以加強轉學生的加退選還有抵

免學分辦理時間，從開始到結束和辦理

方法。 

進修部於轉學生到校報到當日即安排

各教學單位師長協助抵免事宜；另於

開學前後分別安排選課時段。同學如

有具體建議，歡迎向教務組提出，謝

謝。 

四技企管二丙 

建議第四節下課能盡量提早，因遠程同

學回到家已晚，況且有危安問題。恢復

原本上課時間。 

本（100）學年度起，最後一節下課時

間已較過去第五節課為早，遠道同學

務請留意返家安全。 

四技運休二甲 17-0311日校，桌椅上完課都沒有排好。 承辦人員加強督導輪值同學 生輔組 

二技運休四甲 
畢業學分不足，請系上安排時間開班說

明。 
系主任會與班代聯繫時間召開說明會 運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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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資管三丙 

有些學校事務方面進修部沒有規劃很

完善，以致得於日間前來申辦，造成一

些困擾，如證照獎學金的申辦，因同學

日間幾乎都在上班。  

進修部同學可先至系上申請，再由系

上彙整後交給本處處理。 
研發處 

四技資管一甲 
星期二 0602 計概課，班上人數太多，

無電腦使用或 2 人共用一台電腦。 

計算機概論在本系為非上機課程，主

要教授計算機理論與原理，因此不安

排一人一機之電腦教室上課。 

資管系 

四技國企三甲 
建議學校圖書館開晚一點，讓夜校學生

也可以有更多機會使用。 

本館有鑒於夜間時段使用的學生少，

且配合進修部課程調整，將開放時間

縮短半小時。本館會依據夜間時段的

使用人數，再評估是否延長開館。 

圖書館 

四技工管三甲 
建議教室不要星期一至星期五都在 5

樓。 

總務處已規劃在本系安裝電梯，經總

務處說明寒假應該可以完工，如果同

學因行動上有不方便上課地點須要更

動，可以向進修部教務組提出調動教

室申請! 

工管系 

四技運休二乙 

希望教官多巡邏後門，許多學生抱怨車

子被偷，不良份子出沒茲事。 

進修部已於 10 月 12 日起於每日放學

時段，由教官實施交通導護工作；另

建議同學於過馬路時應注意自身安

全，並配合導護教官之引導。 

軍訓室 

後門建議多裝監視器，希望教官多巡邏

後門，許多學生抱怨車子被偷，不良份

子出沒茲事。 

1.正修路增設監視路部份將向里長反

映，宜請同學為自身及財產安全，建

議多利用校內停車場，減少機車遭及

破壞情況。 

2.進修部已於 10 月 12 日起於每日放

學時段，由教官實施交通導護工作。 

四技資管一甲 側門無指揮交通，放學車子太多。 

進修部已於 10 月 12 日起於每日放學

時段，由教官實施交通導護工作；另

建議同學於過馬路時應注意自身安

全，並配合導護教官之引導。 

四技運休四丙 
放學人潮擁擠，有個人指揮交通會較

好。 

進修部已於 10 月 12 日起於每日放學

時段，由教官實施交通導護工作；另

建議同學於過馬路時應注意自身安

全，並配合導護教官之引導。 

四技資管三甲 多設置吸菸區。 
有關本校吸菸區之訂定，係經本校菸

害防制委員決議設置，有關新增設吸

菸區部份，將請向本校菸害防制委員

會列入提案討論增設之可行。 
四技資管一甲 增加吸菸區。 

 

多一份溝通，多一份服務                                

                                                              進修部學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