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師生座談會」學生建議事項彙整表 
一、本表資料為截至 110 年 04 月 27 日止學生繳至生活輔導組之建議書面資料及當日現場提案發言之建議，會辦相關單位答覆。 

二、座談會日期：110 年 05 月 10 日(星期一) 

    座談會時間：上午 10 點 30 分 

序

號 
建議者/系級 建議事項 相關單位回覆 

1 營養 3A 班代 

1.台鐵橋下的燈要換成白色的，黃色的太暗。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白光、黃光係色溫(燈光顏色)的差別，無關乎照度，白光含的藍色光譜較黃

光多，讓人有清醒的感覺，而黃光有放鬆溫暖的感覺。 

色溫是主觀的感覺，亮不亮則是瓦數照度的問題，經查台南市政府訂有「臺

南市道路路燈設置及管理要點」，對於路燈之照度已有相關規定。 

2.停車場抽菸無所不在，四宿停車場太多人

在抽菸及亂丟垃圾。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敬請校安中心教官加強宣導、巡查、督導抽菸行為。垃圾部分保管事務組會

安排工讀生加強巡檢清理 

◎校安中心： 

為落實無菸校園，已在停車場、全校大樓出入口等處張貼全面禁菸公告，不

定時每日排定校安教官巡查，違規學生接受戒菸教育 8 小時並執行愛校服務

17 小時，109-1 學期已取締 32 人次，109-2 學期迄今已取締 48 人次，請同學

們大家一起共同支持無菸校園。 

3.學校有問卷調查時，只有登入學生系統才

會自動跳出，建議同時有電子信箱通知使填

寫問卷的人數可以提昇。 

◎校研中心品保組： 

全校各單位所建置問卷，並非全需要問卷填答人數提升，若統一由學校計網

中心發送信件會導致 google 把學校信件當垃圾信件，有量需求或期程限制的

問卷，建置問卷單位會主動發送信件提醒，以提高預計效能。 

4.二宿後方機車停車位規劃有待加強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一宿北、西側停車場整修工程暨一二宿間步道整修工程，已於 5/6 全部完工，

隔週開始開放使用。(投影片照片 3張) 

5.學餐選擇太少(空位太多)，至少可以新增

二種選擇。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目前空出之攤位已於 5 月初請採購營繕組積極辦理招商中，期能有新廠商再

度為大家服務。另外，我們亦要求攤商不斷推陳出新，研發新菜色，提供給

消費者更多樣化選擇。 

6. GO Learning 有待加強(學生表示以手機

讀取與執行較之前使用版本效率差，速度

◎教學資源中心教發組: 

造成手機讀取與執行效率降低，有幾個問題點需要先釐清及確認： 

1.同學所使用行動網路及使用環境是否是順暢的? 



序

號 
建議者/系級 建議事項 相關單位回覆 

慢)。 2.同學所使用的行動載具(手機)其作業系統是否已更新至最新版次? 

3.同學是否有更新 app 的版次? 

4.同學要讀取與執行的甚麼檔案或功能?敬請提供下列資訊以利精準查核問

題所在，方能請廠商針對問題修正： 

  (1)課程名稱及代號 

  (2)授課教師姓名 

  (3)行動載具的廠牌型號 

  (4)使用哪一類型的無線網路 

2 

綠能 2A 班代 

 

1.蚊蟲太多、鴿子太多、蟑螂一堆。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1.季節轉換，溫差較大，蚊子數量增多。為抑制蚊子孳生，本校每學期均至

少排定 3次校園消毒，視狀況再行增加次數。 

2.關於鴿糞問題，除加強一般清掃外，已於各鴿糞嚴重區域增設防鳥網，近

期針對第三教學大樓防鳥網設置，已預備發包作業中。 

2.一教閘門 8點還沒開。 ◎校安中心： 

一教側方閘門因新建停車場工程，已於 110.1 月份關閉，目前以行政大樓側

方馬路為臨時停車場，機車閘道考量大門紅綠燈及空間安全，無開放時段。 

3.希望學校建泳池。 ◎總務處： 

短期暫無計畫，將列入校務發展中長期整體規劃。 

4.戶外籃球場加蓋屋頂。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本校已針對戶外球場(舊籃球場、網球場、新籃球場及排球場區)，進行太陽

光電結合風雨球場之可行性評估，目前已進入細部評估階段。 

5.中華電信訊號太差。 ◎圖資處(計網中心)： 

1.請確認網路不穩是學校 wifi 還是行動網路 4G? 

2.第三教學大樓目前各教室皆有 wifi 基地台且運作正常，圖資處也會監看校

園 wifi 基地台的運作狀況。若有異常狀況請立即反應並提供所在地點利於檢

測。 

3.若為行動網路 4G 則需由總務處會同電信公司評估。 

◎總務處： 

此為電信業者基地台設置問題，數年前已針對同學反映之三四宿地下室餐廳

及圖資大樓地下室，邀請中華電信等四大業者進行強波器增設改善完成，若

尚有其他訊號較差地點，請明確指出地點，以利邀請業者評估並提出改善方

案。 



序

號 
建議者/系級 建議事項 相關單位回覆 

6.學餐內營業店家越來越少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目前空出之攤位已於 5 月初請採購營繕組積極辦理招商中，期能有新廠商再

度為大家服務。另外，我們亦要求攤商不斷推陳出新，研發新菜色，提供給

消費者更多樣化選擇。 

3 消防 3B 班代 

教學設備待改進，建議新增投影布觸控、書

寫功能，或增加額外可供教學書寫的空間，

避免投影布上下升降間，影響教學品質及耗

費課堂時間。 

◎教務處： 

由於一般教室須提供不同類型的課程排課，每位老師的教學方式各異，加上

教室空間坪數的限制，有時無法兼顧投影幕尺寸和板書空間，未來改善教室

將考量同學建議，盡量在投影幕位置和書寫空間之取得平衡。 

4 職安 2B 班代 

1.學餐的選擇性太少(星期五晚上、六、日住

宿的同學表示只有 7-11 有開)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學餐星期一至五，攤商均會營業至晚上；另外星期六、日除全家及 7-11 外，

會有一家攤商輪值營業。 

2.T3B105 教室(火災學)上課人數眾多，後排

同學反應因電視壞掉而看不老師上課內容。 

◎教務處： 

本組已分別於110.3.31及 110.4.7派員測試該教室桌上型電腦及筆電皆能正

常投射在兩側電視螢幕，無發生故障問題。惟該堂課程教師係自備 ipad 使用，

電視螢幕規格較舊無法支援 ipad 訊號，已向教師說明問題，並建議使用桌上

型電腦或一般筆電授課。 

本組未來採購教學設備會將系統兼容性納入考量，讓設備連結的相容性盡可

能最大化。 

3.學校正門的機車閘門放下速度太快，同學

反映有幾次差點被砸到。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學校正門機車閘道柵欄下降與上升速度各約為六秒鐘，機車騎士若以正常速

度進出，應不至於被柵欄打到。 

5 

 
媒體 2A 班代 

一宿周邊臨時機車停車場，動線不順、車位

太少需要再規劃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1.經觀察，大家習慣就近停車於一教前面前道路，一宿北側車格空位尚多，

請多加利用。 

2.一、二宿後方停車場即將於 110.5.7 改建完成，可再增加提供約 180 格車

位，請同學善加利用。 

6 航管 4B 班代 

行政大樓周邊機車停車位不足。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1.經觀察，大家習慣就近停車於一教前面道路，一宿北側車格空位尚多，請

多加利用。 

2.一、二宿後方停車場即將於 110.5.7 改建完成，可再增加提供約 180 格車



序

號 
建議者/系級 建議事項 相關單位回覆 

位，請同學善加利用。 

 

7 會資 2A 班代 

1.教學大樓(三教)教室冷氣太冷，學校是否

能夠配置遙控器，以便學生可以自行調整溫

度。 

◎教務處： 

一般教室的冷氣目前由總務處協助維護，溫度標準設定為 25℃，但由於每位

師生的體感溫度不同，加上座位距離冷氣口位置遠近不一，即使同一室內可

能有些人會覺得冷，但有些人覺得熱，若頻繁調整冷氣機溫度，易導致機台

故障，爰考量之下未在每間教室放置遙控器使用。若師生有調整溫度或風向

的需求(中央空調除外)，可洽二教教具室(T20114)工讀生協助到場調整或代

為報修。 

2.登記宿舍，如果有特別的要求、規定，應

該事先明文條列出來，而不是等到全部登記

宿舍床位截止後，才個別傳簡訊通知，且今

天收到簡訊明天下午 14:00 前就必須前往該

單位辦理，正值期中考週，學生是沒有時間

注意其他瑣事的。 

◎生輔組： 

宿舍床位登記與分配均屬宿舍管理辦法，且明文規定宿舍承辦單位有權責依

照現況調整。因此，考量學生需求於調整前徵詢同學的意見辦理。由於作業

時程急迫關係未能注意正逢期中考，爾後將檢討作業流程及時間避開考試期

間，以免影響同學考試情緒。 

3.宿舍(2 宿)開冷氣無法設定溫度，天氣雖

然炎熱，但在就像在冷凍庫一樣，請問能否

改善?(不開很熱，開了又太冷，可以取一個

中間值嗎?) 

◎生輔組： 

宿舍房間冷氣使用可依照空調提供時段使用，至於溫度調整高低與否將協請

總務處檢查或解決，與此之前，請同學可將冷氣風速調降，將可有效降低所

述問題。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二宿空調溫度由空調主機控制，冰水溫度依標準設定，因冷度個人感受不同，

建議房間內的送風機風量選擇開關調整在弱風，避免風量太大感覺太冷。 

4.第三教學大樓地下室上課時，如需要手機

查詢資料時常沒有訊號。 

◎圖資處(計網中心)： 

1.請確認網路不穩是學校 wifi 還是行動網路 4G? 

2.第三教學大樓目前各教室皆有 wifi 基地台且運作正常，圖資處也會監看校

園 wifi 基地台的運作狀況。若有異常狀況請立即反應並提供所在地點利於檢

測。 

3.若為行動網路 4G 則需由總務處會同電信公司評估。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本校將協助邀請中華電信及其他電信業者針對訊號不佳地點，進行訊號強化

評估並提出改善方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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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系級 建議事項 相關單位回覆 

5.第 2、3 教學大樓和體育館前道路，在中午

12:00~12:20 有大量學生往返學餐，2教大樓

地下室停車場出來的車子，在該時段可否禮

讓行人，而非一直按喇叭催促。5/4(二)2 台

車在該時段意圖衝撞行人。 

◎校安中心： 

1.本案已於開學初由校安中心及總務處多次現地會勘，建議加設交通號誌管

制，確保行人安全。 

2.經 2 月份校園安全委員會決議通過，總務處已招商評估，並於 4/8 完成經

費動支申請，待假日時施工。 

6.2 教停車場出入口在車輛出來時警鈴聲、

標誌不明顯，行人稍不注意易發生意外。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規劃加大警示聲響，但仍請經過行人停看聽。 

7.在 2、3 教學大樓中間走道(綠映廊道)，舉

辦活動或市集聲音過大影響上課，能否改

善？ 

◎課外活動組： 

於活動申請時，向社團及系學會告知鄰近教學大樓之場地上課期間禁止使用

擴音器，避免影響上課教室。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1.活動辦理前均會事先提醒借用單位相關注意事項。 

2.活動辦理期間派員巡查並提醒降低音量。 

8 
永續國際 3A 

班代 

1. IPSD students could have a sports 
class like other    department.  

IPSD 學生能可以像其他系一樣上體育課。 

◎教務處: 

1.同學可以經任課老師同意後，選修外系體育課程 

Students could tak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with the instructor’s approval. 

2.所修課程是否承認畢業學分,請同學詢問所屬學系 

  Whether the credit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could be counted    

graduation credits, please consult your department. 

2.Courses in other department can be 

taught in  bilingual (English & 

Chinese). So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also like the course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他系的課程可以雙語（英語和中文）教學。

這樣，外籍生也可以上外系喜歡的課程。 

◎教務處: 

1.各學系依教育目標規劃課程，如所有課程皆用雙語或全英課程，大部分學

生無法適應。 

Each department plans courses according to educational goals. If all 

courses are taught in bilingual or English, most students cannot adapt. 

2.本校每學期皆有開設全英授課課程，協請同學選課時查詢英語授課課程修

課 

The school offers English-taught courses in every  semester. The 

students can inquire about English-taught  courses when they choos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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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修課程是否承認畢業學分,請同學詢問所屬學系 

Whether the credit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could be counted  

graduation credits, please consult your department. 

9 醫管 2A 班代 

1.學餐的選項非常少而且定價不便宜，假日

只有剩下 7-11，非常不便，很多店家已經超

過一星期不營業，希望學校招商更多店家(包

括自助餐)，和擴建學餐。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目前空出之攤位已於 5 月初請採購營繕組積極辦理招商中，期能有新廠商再

度為大家服務。另外，我們亦要求攤商不斷推陳出新，研發新菜色，提供給

消費者更多樣化選擇。 

2.第四宿舍男側手機網路(中華電信)訊號非

常爛，根本連不到。 

◎生輔組： 

1.宿舍網路使用僅提供有線網路部分，至於無線網路僅由中華電信以服務方

式提供該寢室房間的 5Mbps 頻寬，若需提高頻寬限制，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

將由住宿生均攤費用。 

2.至於無線網路收訊問題，如屬機台問題時，請依照報修程序辦理檢測維修。

如屬使用頻寬佔用時，導致無法連線問題，則必須考量提升頻寬限制，同時

增加網路使用費用問題。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本校將協助邀請中華電信及其他電信業者針對訊號不佳地點，進行訊號強化

評估並提出改善方案。 

3.宿舍網路 20Mbps 限制真的太慢，且同房間

內有人在上傳與下載，都會嚴重影響他人上

網的速度。 

◎生輔組： 

謝謝同學的建議，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如需增加宿網的頻寬，勢必增加所

有住宿生的使用費用。若同學有此需求，未來將規劃問卷方式瞭解同學意願

後，俟辦理後續調整頻寬及收費事宜。 

4.學校有很多電腦教室的電腦都非常老，開

2 個程式就卡得要命 (T1308 三教電腦教

室)，尤其是 Intel 2 代、3 代、E3-1230V3

的爛 CPU，很多滑鼠的微動早就壞了，鍵盤

包上膠膜更是難辨識又難按。 

◎圖資處(計網中心)： 

1.圖資處管理之全校電腦教室共計 15 間，各教室均依時程輪替更換。T10308

教室將於今年暑假進行搬遷、汰換，現正進行招商作業中。 

2.每學期寒暑假期間均會針對各電腦教室硬體 (主機、螢幕、鍵盤、滑鼠…

等)進行檢測與整修，以維持教室的可用度；如學期間遇到硬體故障狀況，可

告知圖資處電腦教室工讀生或於教室白板上寫下硬體故障位置，我們將盡速

處理。 

3.因應防疫措施，於鍵盤進行包膜，以利消毒作業(避免設備損壞)，請同學

共體時艱。 

5.第四宿舍寢室內大燈太少，非常暗、窗簾

的遮光率只有 20%，常常被亮醒，冷氣的開

◎生輔組： 

1.宿舍燈光明亮均依照室內照明度規範設置，同時也增加桌上閱讀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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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太不人性且噪音非常大，常常凌晨被熱

醒。洗衣機的收費很貴且品質很爛，很多衣

服就算套上洗衣袋，還是被洗爛。期中整潔

競賽根本沒必要。 

同學彈性使用。 

2.宿舍窗簾之遮光率符合室內之舒適光度及兼顧隱私，況且目前窗簾的使用

年限及狀態均屬良好正常範圍，暫無須檢討更新。 

3.冷氣開放的時間均依照季節性不同，設定使用的範圍，均已考量需求的最

大程度，至於噪音問題，可將風量調整適中位置，均可改善，若有其他狀況

可登記報修。 

4.洗衣機的收費經查與各校相較均使合理範圍內，同學如有更低價及高品質

的廠商，可提供參考運用。同學能明確證實因洗衣機造成衣物損壞，可以至

管理室告知請配合廠商處理。 

5.宿舍期中清潔競賽的規劃，歷年以來均屬宿舍的重大工作，希望透過室友

共同合作營造打理自己的窩，就其目的及成效有其必要性持續辦理。 

6.從這學期開始的假日留宿需要線上登錄，

完全沒必要，只需要求每一住宿生進出宿舍

都刷學生證，從系統後台即可確實掌握住宿

生的狀態。 

◎生輔組： 

同學建議良好，規劃之初均已考量。由於刷卡系統無法辨識假日留宿與否，

同時基於安全因素的考量，假日線上點名登錄實屬必要性措施，持續檢討更

便捷方式因應，目前仍維持本作法。 

7.我使用私人的手機與電腦連學校網路時，

從後台可知學校在時時監控我們私人的瀏覽

與流量，我覺得隱私權受到侵犯。 

◎圖資處(計網中心)： 

1. 依據資安法與臺灣學術網路管理的規定，學校必須監控校園網路使用狀況

及流量，避免網路濫用，及防範資安事件的發生。所有的紀錄均由系統自

動儲存，在未發生資安事件時，校方不會去調閱各項紀錄。流量統計系統

亦為自動計算當日使用流量，超過管制流量上限就會自動鎖定該設備，以

避免濫用情形發生與維持校園網路的暢通。 

2. 學校各服務平台提供同學使用，不會進行資料審查，但仍必須盡到管理監

督的職責，以維持系統穩定與其他使用者的權益，當發現異常使用情形，

還是會做適當的處置。另外，也需要請學生自主管理，不要濫用，並應恪

遵著作權法等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規定，避免觸法。 

8.很多老師上課時會使用到 ZUVIO 系統，可

是該系統非常爛，不只是有一大堆廣告，還

有一堆追蹤器侵犯隱私，學校不是有買了

ZUVIO 的授權，這些應該想辦法解決，或是

換一套系統。 

◎教師發展組: 

首先有幾個問題點需要先釐清及確認： 

1.同學使用 APP 時是否有同意啟用相關的功能，包含您指的隱私權?有關智慧

型手機調整推播的設定方式如下： 

IOS: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guide/iphone/iph7c3d96bab/ios 

安卓: 

 https://reurl.cc/ra7y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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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學是否有更新 app 的版次?敬請提供下列資訊以利精準查核問題所在，方

能請廠商針對問題修正： 

  (1)課程名稱及代號 

  (2)授課教師姓名 

  (3)行動載具的廠牌型號 

  (4)畫面之截圖 

9.從學餐 B1 到四宿男側間的電梯已經被封

了好幾個學期，到底什麼時候才能開放，要

擋外人的話直接刷學生證就好了。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電梯至地下室可正常使用，惟進到餐廳的安全門關閉，請向管理單位生輔組

確認是否因管制而無法出入。 

◎生輔組 

1.基於安全因素考量，四宿男生電梯至 B1 僅提供行動不便同學申請使用，一

般人員請同學由學餐正門進出。如需申請者可至四宿管理員室提出。 

2.身障行動不便同學可藉由學餐前後門之升降座梯進出。 

10.教學區的 WIFI 與電腦教室的網路平均只

有 1MBS，課堂上下載都非常慢。  

◎圖資處(計網中心)： 

1.本校所有 IP 位址基本網路速度設定為 10~15Mbps，連線品質均屬正常值範

圍。 

2.由於學校對外頻寬為共享頻寬，必須有條件的管理，才能避免有濫用，以

及讓所有人都能順暢的上網。 

3.若有異常情形，請即時反應報修，並提供所在地點，以利查修。 

11.希望學校獨立設計學生證 QRcord APP。 ◎圖資處(計網中心)： 

「虎皮同學!我問你」 LINE 機器人已整合學生證 QRCode，請同學安裝「虎皮

同學!我問你」，安裝說明 https://dweb.cjcu.edu.tw/LINE 

12.四宿希望增設 ATM。 ◎總務處出納組： 

1.校園計有三家銀行共設置五台提款機: 

行政大樓(元大銀行)、第二教學大樓(元大銀行.郵局)、第二宿舍(郵局)、第

三宿舍(第一銀行)，請同學多加利用。 

2.提款機係由各銀行遠端監控及到校巡檢，以目前校園位置範圍及人數規

模，三家銀行已評估不會再增設 ATM。另校園超商全家及 7-11 亦於第一宿舍

及第四宿舍各有設置 ATM 服務。 

10 
應哲 2A 班代 

 

1.學餐廠商過少，希望能有更多廠商可供選

擇。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目前空出之攤位已於 5 月初請採購營繕組積極辦理招商中，期能有新廠商再

度為大家服務。另外，我們亦要求攤商不斷推陳出新，研發新菜色，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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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更多樣化選擇。 

2.重新開放外借學餐供廠商設攤(例如馥奇

手工餅乾…等)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考量食安問題，暫不開放臨時攤商之擺設。 

3.改善校內廠商供餐品質(例如找到幸福) 
說明:找到幸福餐點除了炸物外，其他熟食餐點口味

與熟度不穩定。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本組會要求攤商要加強管控品質，以消除消費者疑慮。 

4.增加校內接送晚歸同學之人力，能服務更

多同學。 

說明:目前有熱心男同學們反映自願加入夜間接送人

力服務，但女同學考量義工未經審核及納管，擔心安

全及個資疑慮因此未敢同意接受協助，學校是否考量

需要招義工增加人力。 

◎校安中心： 

為加強維護校園安全，自 109 年 11 月起推動夜間巡守，擴大校內外巡邏，實

施至今約 6個月，目前學校聘任夜巡人員 3 位，專職擔任夜間護送天使，可

有效服務夜歸同學，也歡迎有需要同學多加運用。 

11 職安 2B 同學: 

1.四宿的女同學反映，她房間內部需要整

修，宿舍幹部帶男性維整修人員進去宿舍內

直接敲門，也沒有事先告知確認同學裡面的

狀況，私人物品都還來不及收拾，這樣子讓

那女同學感覺很不好，然後這邊想要請問一

下維修房間的時候是不是可以事先確認房間

內部的狀況？ 

◎生輔組： 

針對此狀況，我們會再做一個內部檢討改進，和同學約定有空時間維修，或

告訴同學廠商什麼時候要來維修，當抵達宿舍的時候先讓幹部進去告知，然

後再請維修人員稍待 30 分鐘，待同學整理好的時候再請維修人員進去。 

2.想請問校安中心，可能有點久，在上學期

10 月 24 日的時候晚上 8點半的時候我們班

有位陳同學打電話給校安中心響了 1 分鐘卻

沒有人接，那因為剛剛看到簡報那個上面說

校安中心改革非常多，因為目前學校有同學

想要自殺的情況，那我想請問一下校安中心

現在升級那是不是 24 小時打電話都有人接

通?謝謝。 

 
※該生陳述問題日期書面及口述不同，但已不可考 

◎校安中心： 

◆確實是 24 小時值勤，當日晚上 08 點 30 分打電話的同學，校安值勤人員平

時當日會遇到的狀況相當多，甚至前一日值班的校安人員到現在還在醫院裡

協助，如果校安人員沒有接到電話，有可能手邊正在處理事務，因為整個夜

間只有一個校安人員值勤，那只要有發現漏接電話，校安人員絕對會再回撥，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即時，但是一定會確實把所有同學的問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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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醫管 2A 同學 

1.學校很多地方的 WIFI 都不怎麼好，手機訊

號也是非常差，例如四宿的部分，例如我之

前有住在 4408 寢，那個位置是手機網路完全

收不到，然後四宿的部分那個整體房間，以

及桌子都非常的小，放下一台電腦之後就沒

有太多空間可以用，室內燈光以及電扇的布

局都非常糟糕。 

◎總務處採購營繕組： 

◆之前也有同學提過，確實宿舍的某個角落收訊比較不佳，會再次會再次與

電信業者反映，希望同學們可以透過其他各種管道積極跟他們爭取，因為消

費者最大，你只要反映夠多他們就會聽到你們的聲音，那我們也會主動把這

個問題轉給這四大電信業者考量。 

◆因為四宿是比較早期的一個建置設備，也是四棟宿舍裡面唯一沒有換過床

組的，這部份我們列為未來長期發展的考量，我們宿舍下一個階段的改善應

該就是整個四宿，會將四宿的床組列入重大考量。 

◎圖資處系統網路組: 

針對無線網路，是先以教學區為主，全校第一教學大樓第二教學大樓第三教

學大樓在每一間教室裡面都有設置無線基地台，手機一定連的到，在教室內

應該都可以到滿格，因此請先確認: 

◆請確認網路不穩是學校 wifi 還是行動網路 4G? 

◆第三教學大樓目前各教室皆有 wifi 基地台且運作正常，圖資處也會監看校

園 wifi 基地台的運作狀況。若有異常狀況請立即反應並提供所在地點利於檢

測。 

◆若為行動網路 4G 則需由總務處會同電信公司評估。 

如果在同一間教室裡面訊號品質會有高跟低，主要原因是取決使用的手機，

品牌、型號，甚至不同的驅動程式都會影響無線的訊號，同學們如果發現無

線訊號不好，歡迎同學到計中我們會協助你解決。 

2.學校周圍夜間很常會有臭味產生，據說學

校附近好像有養一些那個家禽所以才會有異

味，希望學校可以監督把這個外部的影響降

到最低。像上禮拜六晚上我出去外面吃東西

的時候，外面有人好像在燒稻草還是什麼東

西的，那個煙非常大，而且很臭，然後希望

學校可以監督。 

◎環安室： 

本校已掌握附近可能之空污來源，並進行溝通，上班時間可與環安室聯繫(分

機 1491)，鑑於校園外周遭空氣有異味之間通常於深夜或清晨時，為即時有效

掌握當時情形，建議同學當下可通知校安中心或撥打公害陳情專線

0800-066666 進行通報，一起守護校園大社區之空氣品質。 

3.學餐晚上七點就已經全部都關掉了，除了

7-11 之外，然後再來就是說學餐整個定價、

品質、以及整體的感覺都讓人覺得 CP 值不是

很高，然後那個再加上週末的時候包含連

假，很常學校都只剩下 7-11，其他的完全沒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學餐星期一至五，攤商均會營業至晚上；另外星期六、日除全家及 7-11 外，

會有一家攤商輪值營業。如果您假日遇到沒有任一家攤商營業，麻煩反映給

我們處理。 

◆本學期也規劃實施一個數位點餐系統，我們透過虎皮同學 APP 的結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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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開，非常讓人覺得非常不便。 們希望把這個攤商的這個點餐可以數位化，解決一個我們集中用餐時間點的

痛點，也讓攤商他們的營運營業額也提高，學生留在校內用餐的意願也提高，

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攤商願意到學校設點，這個訂餐平台在 110 學年度就會執

行。 

4.電腦教室在各個座位都沒有設獨立的插

座，有時候課堂上老師會要大家帶筆電到課

堂上，但沒有獨立插座的話，基本上只能靠

電池，如果續航力就不高很快就沒電了，然

後幾乎所有教學區的投影機都沒有搭載

HDMI 的一個接孔，新型的筆電根本沒辦法使

用那個投影機。 
 

 

 

 

 

＊說明:電腦教室上課以桌上電腦為主，同學所指筆

電上課應為一般課程與個別教室設施問題。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一般教室空間供電配置係依一般通用課程為考量，四周牆面會有 2~3 個電

源插座，但若每個座位皆設置獨立插座恐超出用電配額造成跳電問題。若少

數同學需使用筆電上課，而插座數量不敷使用，可至教具室借用電源延長線，

惟須注意電器數量確保用電安全。 

◆教室投影機輸入源設置以 VGA 訊號為主，由於 HDMI 會將影像和聲音同步輸

出，使得音源僅從投影機機身播放，而非從喇叭擴音來獲得較佳音響效果；

鑒於愈來愈多筆電產品只有 HDMI 輸出，因此教具室有提供 HDMI-VGA 的轉接

線借用，同學有需要可以攜帶學生證申請借一般教室投影機輸入源設置以 VGA

訊號為主，由於 HDMI 會將影像和聲音同步輸出，使得音源僅從投影機機身播

放，而非從喇叭擴音來獲得較佳音響效果；鑒於愈來愈多筆電產品只有 HDMI

輸出，因此教具室有提供 HDMI-VGA 的轉接線借用，同學有需要可以攜帶學生

證申請借用。 

13 學生會代表 

1. 學務處巡守隊是否有規劃巡守路線？ 

2. 有些同學想加入夜間的護送天使，那護送

天使如果要開放徵選的話，能否告知相關

的審核機制?以及什麼時候會開放讓有興

趣的同學一起參與?  

◎校安中心： 

1.巡守路線的規劃是採不固定且經常更換的，基於維安問題此路線是不宜公

布，三位巡守員非常盡職，會刻意巡查較偏僻的地方，以及主動發現問題立

即回報，若屬性單純的當下就直接處置。 

2.校安中心的勤務是統一規劃，除了結合校內人員，還有校外的警察以及社

區的巡守人員進行區域聯防，校內的部分有值班的教官校以及門口的警衛，

還有三個專業的巡守人員，既然這種專業的事情就交由我們專業的人力來

做，護送天使是需要承擔責任，如果使用機車載送不幸發生意外，責任歸屬

很難釐清，三位巡守人員都是我們學校所考核認定的，所以不傾向選用由同

學載同學的護送天使，雖然其他學校也有這樣子的措施，那目前還沒有規劃。 

2.學校有興建停車場，也有開放了新的教

室，這個教室雖然是說開放的空間，可讓學

校社團使用及可供作展演，可否知道開放後

能相關借用規定? 

◎總務處營繕組: 

尚在建工程的展演教室，完工之後訂定管理辦法，若定位在「教室」，會由教

務處來統籌管理，所以除了有排課時段外，其他都歡迎同學依據管理辦法來

借用來辦活動。  



序

號 
建議者/系級 建議事項 相關單位回覆 

14 
職安 1B 同學 

職安 2B 同學 

1B:正門進去的機車道閘門，曾有親自去試過

那個讀卡裝置，當前輪一壓到線的時候桿子

就放下來了，根本沒有足夠時間反應調整，

就直接放下來了，可能會被打到。 

2B:我們同學一樣是前輪壓到線柵欄就會放

下來，如果後座有載人，後座同學會被柵欄

打到頭。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學校正門機車閘道柵欄下降與上升速度各約為六秒鐘，機車騎士若以正常速

度進出，應不至於被柵欄打到。 

15 職安碩二 

5/11~5/17 學校是全大運射箭的場所，我想

詢問一下校內對於射箭場所人員管制的措

施，還有急救的措施。 

體育室: 

本活動已經籌備三四個月，皆依照全國大專運動委員會的管制要求，在平常

練習時候、比賽開始之前，都會做安全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