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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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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化材三甲 希望可有借麥克風的管理室。 
此為個人用品，為維護個人安全及衛

生，不提供借用。 

總務處 

四技國企四甲 

如學校各單位要找同學是否可以留

言在語音信箱，不然回播都會打到總

機。 

謝謝同學建議，本處將公告周知各單位

及老師，以利同學回播。 

四技電機四甲 

監視器的維修依舊沒改善(如:電機

系館三樓)。 
處理中。 

停車位的問題，還是一直有日校停太

晚或其他同學亂停。 

◎本處已加強巡邏並請學務組協助宣導

停車禮儀。 

◎已張貼宣導公告，請同學共同遵守停

車禮儀。 

◎若仍發現違規者，請洽守衛室管理人

員進行處理。 

四技資管三甲 
圖科大樓 8樓的最後ㄧ間電腦間，有

燈管壞掉。 

請同學提供確切空間處所代號，以利派

員修繕。另請同學多加利用總務處線上

【公物修繕報修系統】，以利修復時程縮

短。 

四技企管三甲 18-0402電風扇很髒。 將於寒假中進行清潔。 

四技電子三甲 
希望吸菸區多ㄧ點，才不會有人隨地

亂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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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運休三甲 
教室 11-0307有些椅子壞了，有些電

腦壞了，且連線有問題。 

此為專業教室已轉知系辦公室處理。 

另請同學可多加利用總務處網頁中【電

腦報修系統】進行報修，已利修復時程

縮短。 

四技電機三乙 
學校內的垃圾桶可以在多增設一

些，不然垃圾要拿好遠。 
暫無規劃。 

四技企管二甲 希望廁所能增放芳香劑。 處理中。 

四技時尚二甲 
後門加裝攝影機，多注意死角。 研議中。 

學生餐廳在多元化。 轉知廠商改善。 

四技企管二丙 
建議加裝排球場燈光，因燈光太暗，

不方便打球、運動，易造成傷害。 
派員前往勘查進行了解再行研議處理。 

四技幼保二乙 
圖科三樓樓梯電燈壞掉，請修理，謝

謝。 

感謝同學共同關心校園事物，日後若有

報修通報，可多加利用總務處線上【公

物修繕報修系統】，但務必提供明確處所

或空間代號，以利修復時程縮短。 

四技財金ㄧ甲 吸煙區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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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土資ㄧ甲 
17-0308 教室靠 18 棟邊的窗戶少一

片。 
委外製作中。 

四技創意一甲 
建議學校在每個大樓角落設置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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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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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電子一甲 
將吸煙區標示明確，如果可以，多設

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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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資工ㄧ乙 
11-0812 教室投影機故障，麻煩請人

來維修。 

己派員查修，請同學多加利用總務處線

上【視聽報修系統】進行報修，以利設

備維修時效。 

四技運休二乙 希望南校區可以增設電梯。 目前無設置規劃。 

四技資管一甲 

電梯不夠多，遇尖峰時刻就要走樓梯

至上課教室上課。 

同學所指若為圖科大樓，已設有 3 部電

梯各為 15人座；若為低樓層教室請同學

多利用樓梯亦可促進身體健康。 

停車費收取費用如何定義?學校鼓勵

買車位，但如果費用太高，如何買? 

對於同學的建言，本處會進行相關的評

估及研議。 

機車停車清潔費目前一學期 450 元，平

均 1 天約 5 元；另畢業班最後一學期為

350元；頂樓(無遮雨棚)為 300元。 

四技企管四丙 
學校側門建議上下課有交通管制，不

知學校站崗時間為何? 

1. 本校側門未設紅綠燈、且地面未設置

全面禁止停車，故僅能由進修部學務

組教官及校安中心值班教官協助同

學放學時段交通導護工作。 

2. 進修部學務組於學期期間每日

2210-2230 時於學校側門指派進修部

學務組教官及校安中心值班教官協

助同學放學時段交通導護工作。 

校安中心 

四技時尚二甲 後門 T字路加強交通管制。 

進修部學務組經檢討放學時段勤務工作

及人力，僅能由修部學務組教官及校安

中心值班教官協助側門路口的交通導護

工作。 

四技生彩ㄧ甲 希望可以多辦活動。 

因為進修部上課時間限於晚上 6：

40~10：00，空餘時間不多，未來會請進

修部生彩學位學程代表規劃活動。 

生彩學程 

本學期進修部活動計有拔河比賽、飄流

木創意設計、迎新晚會、聖誕歡樂、音

樂會（2 場）、捐血活動、義賣、畢業生

講座、系迎新等活動，若在時間、空間、

人力、經費的考量下還有其他活動歡迎

提供。 
學務組 

四技資工三乙 
煩請學校可以多辦一些活動，不然進

修部上課的學生會很無趣。 

二技運休三甲 

教室整潔不佳，處分值日生申誡似乎

懲罰重了些，建議先警告再犯者再記

申誡。 

一、列入 101學年整潔競賽實施辦法 

二、課後教室整潔打掃是進修部要求重

點，申誡處分只是對同學擔任值日

生未盡職一種懲罰並不是最終目

的，若因一時疏忽未盡責而被懲

處，可申請行善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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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土資二甲 

學務組網站目前只公佈第二學期學

雜費減免申請之訊息，並於 12/15為

截止日，而有同學向承辦人員接洽，

卻只對身障等其他減免做受理動

作，只因未有 101年度證明書(低戶、

中低)，希望爾後訊息公佈時，內容

加以注意，以免引起爭議。 

對於已用弱勢助學減免，同時又見

101 年度(中低及低收)減免資格的同

學是否可作解釋。 

學雜費減免第一階段為 12/1-12/15，在

第一階段完成申請的同學於期末收到註

冊單上將會有減免金額；於第一階段未

申請的同學請在 101/2/15前辦理。申請

中、低收入戶減免同學須備妥 101 年度

中、低收入戶文件及戶籍謄本後辦理。 

另外，已用弱勢助學減免，同時又具備

中低及低收減免資格之同學，依據教育

部公文指示，將先協助具有資格同學辦

理第 2 學期中低及低收減免，後續相關

細項規定須等候教育部通知! 

以上，請欲申請學雜費減免的同學請詳

細閱讀學務組網站所公布的減免相關流

程，及備妥相關文件，如有問題，請洽

翁先生! 

四技電機三甲 
關於值日生打掃，希望能明確，詳細

說明。 

一、每學期期初服務副服務股長研習時

即詳細說明。 

二、評分項目（地面、黑板、電源、垃

圾桶），基本分為 80 分當天評分若

未逹 80分即發紅單至班上，三天內

至學務組說明，如無異議當日值日

生申誡乙次。 

三、若還有其他疑問，請問服務股長或

至學務組查詢。 

四技財金二甲 

11-0812 班上有同學反應上次我們班

上英語演講練習有發現不屬於我們

班的垃圾在教室裡，而且是一大袋垃

圾，因為我們是 1、2 節的課所以覺

得應該是日校的學生放的，希望學校

能夠向相關單位反應，不要讓夜校學

生負擔這種責任。 

到校後若發現教室髒亂請立即至學務組

填寫反映單，學務組會知會日間部查明

後懲處。 

二技企管四甲 18-0105放個垃圾桶吧，垃圾都亂丟。 

專業教室為木質地板，依規定不得攜帶

食物進入，已請老師在下學期開學上課

時向學生宣達。 

企管系 

四技生彩ㄧ甲 
請老師不要因個人情緒影響上課氣

氛(例:化學老師) 
會將此訊息轉達給任課老師。 

生彩 

學程 

四技資管一甲 

圖書館書太少? 

本處每學期會定期採購圖書，若同學們

有所需用書，可透過本處網頁的線上圖

書推薦，將圖書清單提供給本處。 

圖資處 

繳那麼多學費，為什麼體育課去上的

撞球課還會收取費用?(開台費，難道

在這些學費裡，沒有包含撞球課的費

用?) 

同學：你好學校撞球室空間為外包給廠

商經營，其所有撞球相關之設備均屬廠

商所有，所以使用到撞球室的設備都需

繳交費用，謝謝！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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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運休二乙 
希望有 2堂空堂的課可以安排在 1、2

節，這樣到課率會高很多。 

本系會參考學生所提意見，積極運作，

唯仍須考量教師授課時程的配合程度。 
運休系 

四技電子二甲 

06-0103 實驗教室，可以請日校生把

垃圾丟乾淨，如幾次都留便當盒沒

丟，真的不是很好。 

已告知上課老師及班級，確實維持實驗

室之整潔。 
電子系 

四技土木三甲 
土木館 5F(繪製圖教室)垃圾都未清

乾淨 

已加強每班值日生下課後負責清潔及系

上服務學習學生整潔工作。 
土木系 

四技機械二甲 希望體育課能安排在第三、四節。 課程規劃為每學期交互輪替。 教務組 

四技建設三甲 
同學建議學校能多舉辦藝文活動，例

如:音樂會、話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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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春唱─阿卡貝拉演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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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