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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師生座談會」會前學生建議彙整表 
一、本表資料為截至 109 年 11 月 16 日止學生繳至生活輔導組之建議資料，會辦相關單位答覆。 

二、座談會日期：10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 

    座談會時間：上午 10 點 30 分 

  座談會地點：第二教學大樓三樓演藝廳 

+

序

號 

建議者/系級 建議事項 相關單位回覆 

1 

文創四 A 

(班代) 

 

1.是否可於三教至遊藝樓增設販賣部?學生中午若在遊藝樓上課無法就

近用餐。 

◎總務處： 

1.販賣部設立有諸多考量，包括空間規劃、招商及營運

等因素。根據以往經驗，成效不佳。 

2.建議同學至生活廣場用餐。 

2.校外停車格不足，以致停車只能佔到無障礙停車格。 ◎總務處： 

校外停車格非本校管理權責，請同學多點耐心尋找可停

車地點，勿違規停於無障礙車格。 

3.遊藝樓旁停車場中間有鐵欄杆路障，其中底下有一片鐵片用來固定的

物件已經脫落沒有處理，沒注意到會被絆倒受傷，很危險，請學校

盡快處理。 

◎總務處： 

經查可能受車輛撞擊，原埋於水泥下之基座已斷裂鬆

脫，需整座移除更新，已派員處理中。 

4.遊藝樓飲水機太髒，周遭環境過暗 ◎總務處： 

1.游藝樓 1.2 樓共計 2台飲水機台，日前因反應外觀髒

污有礙觀瞻，本組已請廠商清潔機台完畢，其中 1

樓飲水機台因部分機殼汙損嚴重無法清除，本組也已

更換外殼處置完畢。 

2.遊藝樓周邊照明，原中庭已設有三盞探照燈，藝源地

貨櫃屋亦有足夠照明，另近期又已加強照明如下： 

(1)游藝樓大樓前庭園燈更換大瓦數燈泡。 

(2)游藝樓頂樓增設一盞 1000W LED 投光燈，補強游藝

樓及土開實習工場段之道路。 

(3)游藝樓三個出入口，各加裝感應式燈光，共計三盞。 

3.基於學生安全考量，本校積極研擬強化校園內的安

全，針對校區邊界進行檢討，對於可能入侵之破口將

築設圍籬，其中即包括游藝樓及土開大樓南側與鄰地

邊界將築設圍籬，以有效區隔校區範圍，現於非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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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相關空間使用(如懷生社、美術學院)挪移至校

區適切場地，並不再開放師生使用烤肉區。 

5.二、三教廁所很髒 or 沒有衛生紙。 ◎總務處： 

1.本校與外包廠商簽訂有清潔維護合約，會要求廠商加

強改善。另為配合環保政策及珍惜資源，衛生紙請節

約適度使用，以方便其他使用者，並鼓勵同學們可自

行攜帶衛生紙。 

2.同學若有發現髒亂之處，煩請回報總務處保管事務

組，以便即時改善。 

6.操場 23:00 熄燈太早，或可熄燈但需要有人巡視。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綜合考量多數師生之作息，球場燈光開放至 23:00 應屬

合理，但一般路燈會開燈至凌晨 1 點，且有教官及巡邏

隊排班巡邏，安全性應可放心。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學校警衛每晚都會固定巡視，敬請安心。       

7.二宿招新管理員，以免一宿管理員兩邊跑，讓住宿生時常找不到人。 ◎生輔組： 

    同學你好，一二宿管理員為相互職務代理人，加

上近期一宿管理員正於婚假期間不在，由二宿管理員

代理。所以二宿管理員此期間必須往返一二宿處理維

修事務或其他事項，以致讓住宿生感到經常找不到人

的情況。如需管理員服務時，管理室門前也張貼聯絡

電話，同學可以撥打電話告知，以便能提供及時服務。 

8.學餐食品請改善(類似八方店面)，學校若有活動不要都辦在晚上。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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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皆針對本校馬來西亞女大生命案的具體建議與心聲: 

1.學校周圍加強戒備，安全性過差。 

2.請里長出來面對，道歉負責，也請市長和警察局長負全責，不要互踢

皮球，態度傲慢，請學校出聲。 

3.學校從上到下處理學生問題，極為消極，第一時間非常不負責任處

理，等到死人了才開始積極?! 

4.請確切建立校外住宿學生互助安全機制，以免憾事再度發生，學校教

官請和派出所警員互相合作。 

5.請學校不要總是在事後發一堆信件講一推聖經的篇章，人已經走了，

憾事已經發生，請問這些篇章可以把人救回來嗎 ? 

◎課外組： 

  已向社團及系學會宣導活動盡量晚上 8點前結束。 

◎秘書處: 

 針對本校 109 年 10 月底發生之外籍生刑事事件

案，為校園與社會帶來之紛擾，為此表達最誠摯的

歉意。 
 對此次不幸事件，學校除已積極配合警方調查外，

也進行了諸多後續工作。 
(一) 學校與警方及社區代表於 109年 11月 01日召

開本校學生夜間通學路段安全巡守協調會，以

及同月 05 日與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與市府相

關單位進行環境安全討論，決議如下： 
1. 完備校園暨周邊環境之安全防護設施：市

政府擬定期進行台鐵橋下便道雜草清

除，並與台鐵確認便道權責歸屬，積極商

議調整為水泥硬鋪面，避免治安死角。 
2. 增加警監照明設施：規劃在師生通學常態

路段，增加裝設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提供

師生安全通學（勤）道路。市政府針對本

校校園周邊改善增設照明設備之建議路

段，優先進行路燈裝置工程安排；警察局

將積極和內政部協商加裝監視系統。 
3. 夜間通學路段安全巡守：自 109 年 11 月

02 日起本校與警方、社區共組巡守隊，每

晚 6 點到隔天凌晨 2 點較多學生活動時間

擴大校內外夜間巡邏。除每日值班教官，

另增加兩名巡守教官及兩名人力，四人協

同社區與警方，晚間 6 點到凌晨 2 點，定

時社區巡邏，原大潭及武東里聯合組成的

夜間巡守隊也配合提早巡守時間，擴大巡

守路線與頻率，鄰近派出所也擴大原有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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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路段範圍及頻率。 
4. 強化橫向連繫溝通：與警方已達成共識，

警方若得知學校周遭環境中有可疑的人

事物，將會立刻通知學校，學校接獲通知

後，將透過臉書或學校首頁公告，對師生

進行提醒與安全宣導。歸仁分局已針對本

校周邊增設巡邏箱，以提高見警率，完備

警方巡邏網。警方已與本校簽訂協議，同

意警車進入校園巡邏，共同協助維護校園

安全。學校期望能透過與警方及社區合

作，共同防止犯罪，建構安全的學習環境。 
5. 亦攜手衛生局和警察局，針對問題/可疑人

士進行通報，以提高師生自我安全維護意

識。 
6. 參考其他大學校園安全相關制度，評估並

強化本校校安機制。 
7. 邀請歸仁分局宣導團進入校園宣導交通

及自我安全維護，同時教導防身術。 
(二) 為維護全校教職員生安全，強化自我保護意

識， 109 年 11 月 02 日起陸續發放防身警報

器，讓大家遇到緊急事件時有管道可發出聲

音警示及求援，增加緊急應變能力，後續仍

會持續發放。 

(三) 學校已啟動關懷師生心理輔導的協助及諮商

輔導機制，亦協同衛生局、本校諮商中心、

環安室及校牧室持續關懷全校師生，並設立

專門電子信箱 icare@mail.cjcu.edu.tw，供

師生反應相關事宜。 

(四) 導入各類新科技，109 年 11 月 02 日新增本

校 Line 機器人『虎皮同學！我問你』聯絡資

訊，以及隨按即撥至學校校安中心或大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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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之功能。學生 QA 系統依同學所建議或通

報，立即以電子郵件傳送至相關單位，並將

整合 LINE Notify 立即以短訊通知；針對校

園修繕問題，本校師生亦可利用學生 Q&A 或

虎皮同學 App「校園修繕問題回報機制」進

行校外通學路段、賃居宿舍周邊道路或生活

周邊的路燈不亮或故障，由總務處統一向市

府陳報。透過無人載具進行定時巡護監視，

遏止犯意。 

(五) 學校立即舉行相關座談與說明會，由校長帶

領行政團隊向本校師生說明改善措施，並進

行校園安全宣導，預計 109 年 11 月底前舉辦

7 場關懷座談會，提高學生之校園安全意識。 

 學校虛心檢視與持續落實安全友善校園之目標，關

於同學之建議亦妥適研議並盡速完善並建立良好

的學習環境。 
 

2 

互動 3A 

(班代) 

 

1.T2402 資工教室建議學校能否定期檢查?有些電腦故障許久。 ◎資工系： 

    目前都是有定期檢查及消毒，如有電腦故障可直

接向資設院辦報修。經查驗故障之因是有同學任意拔

除線路也致故障，目前大部份已修復完畢，三台待廠

商勘查中。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關於學活後面的機車停車棚路面刨除不平一案，說明如

下： 

此路段於 10 月初開挖，係因汙水處理廠地面漏水，需

開挖逐一查修找出排水路徑之斷管或破損處，肇因處重

新接管後，除需觀察有無其他滲漏外，須待回填土夯實

後才能鋪柏油，若未夯實將來此處即容易凹陷不平，故

若同學有注意觀察，本組工程人員會每隔一段時間進行

灌水以使土質紮實，是以工程需一段時間方能鋪設柏

2.學生活動中心後面的停車場施工很久了，不見將道路處理完善。 

3.烤肉區雖然只有上射箭課和各系系烤時才會使用，但雜草叢生，且設

備老舊，衛生品質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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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特此說明。 

依據前述工序，原已預訂 11/7 進行路基補強施工，

11/14 再進行路面柏油鋪設施工。惟 11/7-11/8 連續下

雨，地面土石因雨鬆軟，無法施作，需待晴天曬乾方可

繼續施工，本案已於 11/12 進行路基補強施工，11/19

進行路面柏油鋪設及劃線，11/20 已開放使用。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1.芒果園原屬長榮中學校地，本校長期無償借用。 

2.依 109 學年度校園安全精進討論(第 6次)會議 

  決議，基於安全考量，芒果園(烤肉區)近期內 

  規劃以圍籬區隔，不再開放師生借用。 

3.然靠近該區域屬校地部分，已強化照明、監視器 

  及緊急求救鈴，確保校園安全。 

3 

土開 2A 

(班代) 

 

1.在得知學校在校生被殺害的消息後深感悲傷，但必須馬上做出檢討才

不會發生同樣的悲劇，我覺得要提升學校外部的燈火明亮度及若學校

可以和外面警局合作加強維護學校安全，結果可能降低學生在外的危

險程度。 

◎總務處：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為維護同學通學道路之安全，台南市副市長許育典於

11/4 下午與本校座談聽取建議，已承諾檢視照明不足

路段，包括長榮路一段 200 巷、320 巷、長榮大學站四

周、校門口大道、86 快速道路橋下便道、長榮路二段 2

巷內、長榮路二段與長榮路二段 2 巷三叉路口等，若經

評估裝設者，會在 14 天內完成。 

另，本校已與市府團隊隨即建立「路燈通報 line 群

組」，由市政府、區公所、里辦公室及長榮大學組成，

本校由總務處擔任統一窗口，即日起師生若發現校外通

學路段、賃居宿舍周邊道路或生活周邊的路燈不亮或故

障，歡迎向學校通報，學校通報管道可上網學生 Q＆A

或虎皮同學 app 反映，告知路名路段，輔助照片更佳，

本校會立即透過 line 平台即時報修，以精進路燈報修

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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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中心： 

1.校安中心已檢討校安事件危處流程順暢 

2.持續加強夜間安全巡查。 

4 

日文學程 

(班代) 

 

1.T10303 教室設備投影機不清楚、耳機有雜音。 ◎應日系： 

   T10303 教室投影機已於 10 月底更換，耳機雜音

部分 已和班代取得聯繫瞭解，因屬偶發狀況且非固

定耳機，若還有問題需請廠商協助檢測。 

2.二宿北側 7樓設備，蓮蓬頭亂噴水、脫水機壞掉未修。 

3. T10305 教室設備音響在播日文時不清楚(經查是 T1030 教室由註冊

課務組負責)。 

◎生輔組： 

1.11/17 日由管理員至北側浴室測試並無發現有蓮

蓬頭亂噴水情形，並且檢查報修記錄時也無近期

報修記錄。 

2.10/26 日同學報修脫水機損壞，於 10/29 日由廠商

完成修繕，10/30 日又同學再次反映仍會卡幣情

形，廠商已於 11/11 日修妥完畢。 

◎註冊課務組： 

    本組將針對播音問題檢測相關設備，並進行改善

規劃。同學若有一般教室報修問題，亦可使用教室維

修通報系統進行通報。 

 

5. 

營養 2A 

(班代) 

 

1.希望可以加設游泳池。 ◎總務處： 

短期暫無計畫，將列入校務發展中長期整體規劃。 

  

2.希望公車站到 3、4宿的小路可以改柏油路。 

 

◎總務處：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公車站東側及 3宿北側區域為教堂預定地及景觀綠

地，非主要道路，目前沒有改為柏油路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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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希望宿舍可以有開放式廚房，由於學校附近假日僅剩便利商店及極少

數店家，故希望可以增設廚房，或是假日學餐可以開放供餐。 

◎生輔組： 

1.以宿舍目前的空間而言，無法提供空間設置簡易廚

房。 

2.以二宿而言，地下一樓為辦公空間，一樓至七樓住 

  宿區，增設或改裝宿舍格局，必須經過市府建管單 

  位及消防單位同意變更使用用途，且 11/16 日經勘 

  查不宜於二宿設置簡易廚房。 

3.再以三四宿而言，學生餐廳位於地下一樓，有其便

利性。而空間格局、使用用途等均效益不大且諸

多項目不符成效。綜上，本案將不開放增設簡易

廚房規劃。   

◎總務處： 

學餐於假日會有攤商值星供餐，可供學生參考使用。 

 

4.希望可以增加學餐自助餐店面的數量 ◎總務處： 

持續公告招商，期能有符合之廠商能提供更多元之服

務。 

 

5.希望宿舍可以請清潔人員協助打掃 ◎生輔組： 

    對於本項建議非常好，將會製作問卷調查，說明

在考量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下，必須由住宿生分擔聘用

清潔人員的費用，統計同意與否之意願。 

6. 

營養 3A 

(班代) 

 

    每天在四宿停車場能看到有人在抽菸建議加強宣導、取締，以落實

「無菸校園」。 

◎軍訓室： 

      每學期辦理反毒拒菸講座，並在停車場、2 教 5

樓平台等吸菸熱點張貼禁止吸菸公告。每日排定校安

人員巡查取締，108 學年度已取締 220 人次均依校規

予小過 1 次反戒菸教育 8 小時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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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學期「親師座談會」書面建議彙整表 

序號 建議事項 相關單位回覆 

1. 護理 1A   學校校園停車費過高(汽車) 

 

◎總務處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學校汽車停車費4000元/學年，平均1天僅約11元，

價格應屬合理。不過還是呼籲同學盡量搭乘大眾運

輸工具，少開車多減碳。 

2.健心系 1A 

 

1.因為孩子吃素學校宿舍，對於學餐沒有提供素食覺得較不方便，學校附

近晚上也沒素食餐廳可以吃!希望學校可以幫忙解決這個問題!謝謝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1.校內有邱家園、告訴陽光、7-11 及全家等攤商有

提供素食，請多加利用。 

2.校外亦有光之輝蔬食及佛珍素食養生館等廠商可

供訂餐服務，供素食者有更多選擇。 

2.希望宿舍可以讓小孩帶快煮鍋之類的過子進去，簡單烹煮!謝謝! 

 

◎生輔組 

    經詢問總務處得知，目前的宿舍用電容量規

格，無法接受同學於房間內使用快煮鍋器具，恐

將引起用電安全疑慮。同時於房間烹煮食物之處

理，容易造成衛生管理問題。綜上，本案將維持

原有規定不開放使用快煮鍋。 

3.希望說明選課系統可以更明確，才不會導致學生很慌張 ◎技網中心:  

    註冊課務組: 將與教務處設計”選課系統操

作手冊”並建置說明專頁於本校網頁協作平台專

業介紹，另於學生選課系統首頁連結選課說明專頁

介紹。 

3.大傳系 1B 1.宿舍廁所需要加裝抽風設備，使用浴室後，整個走廊和廁所都會悶臭，

加上溼氣重 

◎生輔組 

    已於 11/17日由二三宿管理員針對公共浴廁

增設抽送風扇提出申請，完善通風成效。 

浴室、廁所各加裝一具抽風扇，總共二宿 28 具、

三宿 24 具。並送請總務處評估裝設及經費需求

等事宜。 

2.宿舍的房間第一天和第二天的空調不知為何，已經調微弱，但還是很冷，

在房間要穿大外套，蓋厚棉被 

◎生輔組 

    11/17 日詢問同學得知，目前已經沒有此情

形。回覆說明中央空調問度設定於 26 度左右，

如果過冷時，有可能是「冰水閥」損壞，可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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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管理員反應報請廠商到校維修處理。 

4.資設 1C     因為本人有重鬱伴隨躁鬱及 ADD，希望能使用輔導室外的支援外，也希

望可以在出席分數上彈性一點 

◎資設 1C 

    請同學如需支援事項可洽院辦詢問，院辦會

協助協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