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華技術學院 99-1學期『師生座談會』單位回覆總表 

回覆 

單位 
問題 提問人 回覆內容 

秘
書
室 

1.志清堂拆除多年，然新綜合大樓至今仍未興 

  建，建議學校盡快興建新大樓。 

2.學校近年來積極在芎林鄉的辦理活動，建議 

  學校繼續與在地產業文化結合共創芎林地 

  區與學校的產業文化附加價值。 

機電所 

姜智揚 

1.新志清堂大樓目前正在申請建照 

  中。 

2.未來學校的變革，對於同學原有 

  的福利一定會最優先考量。 

3.學校未來一定會持續參與或舉辦 

  芎林及新竹地區的相關活動，以 

  實際行動落實本校辦學理念。  

1.留言板自從改板後就效率變差了，一個很簡 

  單的問題可以拖很久，甚至沒回應。 

2.學校的電話是否有更動? 

工五 A 

王俊傑 

 

 

1.留言版留言的回覆，祕書室已加 

  強管制和檢討，並責成各相關單 

  位必須即刻處理及回覆。 

2.學校的總機電話沒有更動，仍是 

  (03~5927700)。 

學校年年忙評鑑學生損失很多權益。 未具名 

教育部的評鑑係對各大專校院辦學

的評核舉措，每個學校都無法避免

(公、私立皆同)。惟學校在準備評

鑑過程中，一定會注意儘量不要損

及同學應有的權益。 

學校一直聲明要改科大，但外傳整整講了 38

年，都還未能改名成功。 

化一孝 

葉瑋婷 

 

 

改科大係教育部最近十幾年才開放

的事，同時學校對於改科大的籌備

事宜亦已經進行好幾年了，同學應

多關心學校，畢竟改科大並不是只

是學校行政單位的事，同學們的努

力及學習成效也是重要的指標，所

以全校師生都要加油。  

 

 

 

 

 

 

 

 

 

 

 

 

 

 

 

 

 

 

 



 

學
務
處 

1.建議開放騎車進學校。 

2.建議遠距教室電腦可以換新 

觀一忠 

林佳臻 

1.鑒於校區幅員有限，暫不開放機 

  車進入校園。 

2.已檢討修護。 

1.建議清潔車清垃圾時間延後至 8:00分後，避 

  免影響住宿生睡眠。 

2.陸生班單車已經購置，何時才能借用。 

機電所 

姜智揚 

1.目前調整至 8點 00分清垃圾。 

2.單車目前已開放借用。 

餐廳垃圾分類不確實，建議加強要求商家改善 
觀一忠 

林佳臻 
已要求商家做好垃圾分類。 

D 區汽車停車場近期發現車輛遭破壞，建議加

強巡邏維護安全。 

電二孝 

陳宥瑄 
已要求相關人員加強巡邏。 

假日假日餐廳商家也能販賣餐點 
財三忠

周琳迪 
已協調餐廳店家假日輪流開店。 

學校應設公有機車停車場，並須有專人看管。 資四 A. 校地有限已要求承辦單位規劃。 

回覆 

單位 
問題 提問人 回覆內容 

學
務
處 

建議各單位發公告時間可以提前幾天，讓班代

有時間通知相關人員。 

資四忠 

洪瑋翌 
已要求各處室辦理。 

1.建議社團辦公室能滿足每一個社團使用。 

2.每週三社團活動時間建議校方減少辦理大 

  型活動，以避免與社團活動衝突，佔用了 

  同學上社團的次數。 

演藝社 

鄧詔謙 

1.校方可供使用空間有限，目前已 

  重新規劃空間，預計下學期各社   

  團均有一間辦公室。 

2.已要求課指組檢討辦理。 

啦啦隊練習場地有限，建議校方可以幫社團規

劃一個符合我們需求的場地。 

啦啦隊

古永賢 
已規劃綜二館提供啦啦隊練習使用 

1.社團同學意願度不高，實到人數少。 

2.希望學校讓同學了解參加社團的規則。 

佛學社 

劉家棋 

已要求課指組著手修訂社團相關辦

法，提高同學參加社團意願。 

德.智.群育獎學金發放太慢? 
工五 A 

王俊傑 

礙於人事交接延誤作業，已要求承

辦單位改善。 

1.建議校運會的秩序冊能在 15天前發給班級。 

2.建議五專與四技的畢業冊可以分開製作。 

國 5A 

簡誌慶 

1.已要求承辦單位改善 

2.畢冊製作責由畢聯會研議討論。 

烹飪教室建議使用完畢的單位可以加強打掃；

烤箱似乎好久沒有使用了，是否該換了? 

烹飪社 

古嘉玲 

已要求海青班加強環境整理；烤箱

汰換需考量使用年限，優先維修再

行考慮換新。 

學生活動費分配金額不足，申請程序複雜，社

團老師幹部須先墊支。 

王琮瑋

張瓊之 

已要求承辦單位著手修訂簡化學生

活動費申請作業程序。 

建議新生訓練時能發每位新生一本新生手冊 
子一忠 

劉啟宇 
已要求承辦單位製作新生手冊 

1.建議每學期能與各系學會實施餐會、活動，  

  加強單位間之交流。 

2.學生權益問題除透過座談會外，學生會權益 

  部、學生聯合中心是否也能成為學生申訴管 

  道。 

3.建議校網增設校方重要會議之決議內容提供 

  同學瀏覽，參閱。 

資三忠 

吳明娟 

1.已要求學生會於每學期舉辦一次 

  與系學會及社團幹部間之聯誼。 

2.有關學生權益申訴部分，除校網  

  留言板可供留言外，可研議將學   

  生聯合服務中心納為申訴管道單 

  位。 

3.已要求辦理。 



葉宇柔 

1.販賣機時常壞掉，時常吃錢!。 

2.建議取消五專穿制服的規定讓同學可以依自 

  已的習慣穿衣服。 

王琮瑋 

丘應傑 

1.販賣機吃錢可分洽總務處或舍監 

  辦理退錢 

2.已要求承辦單位研議辦理。 

仁愛樓教室(上課)在播放投影片時，因為陽光

而看不見，是否可以加窗簾。 

慈青社 

黃薇靜 
已要求承辦單位研議預算。 

大華樓的電梯為何設限停留之樓層? 
資二 B. 

張瓊之 

主要為了節能省碳，鼓勵師生多走

路運動。 

建議維修教室的投影機(損壞未修) 
國三 A 

吳秀玲 
已要求承辦單位調查損壞情形。 

開往市區和市區回大華的車次太少，建議加開

班車。 
張庭維 

已要求承辦單位協調新竹客運加開

班車。 

1.建議右任樓增設電梯。 

2.建議宿舍網路全面開放使用，不要再限 

  制僅能使用至凌晨 1：30分。 

3.建議能落實宿舍全面禁煙，加強查察。 

林佳臻 

葉宇柔 

1.已要求承辦單位研議。 

2.為維護學習及睡眠品質，目前仍 

  維持網路管制 

3.已要求相關單位加強取締。 

1.建議加強隔音設備。 

2.女宿多設交誼廳。 
戴汝樺 

1.每間寢室均屬磚造，目前不宜加  

  裝隔音裝置。 

2.已要求承辦單位研議增設交誼廳 

  之構想。 

女宿有設門禁管制，對於打工造成不便，是否

能開放時間讓有鑰匙的可進入?  

戴汝樺

王琮瑋 

為維護同學安全，女宿門禁管制作

法仍照例執行。 

右任樓女宿熱水不穩定? 張庭維 已要求承辦單位檢修。 

 

生
輔
組 

廁所抽煙風氣依然存在，建議學校強烈要求同

學禁止吸煙，不然二手煙害會害死同學。 

子三 A 

王伯倫 

目前已責成校安教官加強巡邏查

察，同時也將相關訊息知會導師協

助宣導要求。 

許多五專生，在早上一、二節課上完就直接上

忠孝樓抽煙，還有的也會在女廁抽，請多加管

理。 

化三忠 

戴佑廷 

目前已責成校安教官加強巡邏查

察，同時也將相關訊息知會導師協

助宣導要求。 

 

 

 

 

 

 

 

 

 

 

 

 

 

 

 



 

回覆 

單位 
問題 提問人 回覆內容 

教
務
處 

建議有關需班代轉告同學之活動訊息公告能

提前 3-4天發給班代轉告同學。行政公告開放

選課之公告，能提前 15 天公告，以利畢業班

有充分時間選課。 

資四忠 

洪瑋翌 
已要求承辦單位改進。 

中午時段是大部份學生較有空的時間會到各

處室處理文件，但人都不在，且態度不佳!! 

學生會 

蔡宇登 

已要求各單位中午時段至少留守一

位同仁配合學生辦理相關事項。 

四技一年級的選修(像國文、通識)如果選修課

程的老師有意要帶學生校外教學，為什麼學校

說不能去？ 

國二忠 

呂怡玫 

建議校外教學班級能提出校外教學

之企劃，尤其相關安全措施，以利

單位評估。 

1.學校提供的獎學金發放標準等申辦訊息，建 

  議於新生入學時可說明清楚。 

2.建議期末考成績可以公佈，讓每位學生知道 

  自已的班級成績。 

化三忠 

戴佑廷 

1.列入新生手冊說明。 

2.已要求承辦單位辦理。 

建議外語系上課能分班上課，避免人數過多，

影響上課品質。 

語一 A 

張嘉玲 

黃薇靜 

已要求承辦單位改進。 

建議校慶能規劃假日舉辦，如此校友才有時間

返校共襄盛舉 

學生會 

蔡宇登 

已要求承辦單位研議相關配套措

施。 

是否大三生可先做跨領域專題呢? 未具名 已要求承辦單位研議。 

 

回覆 

單位 
問題 提問人 回覆內容 

圖
資
中
心 

電通系實驗室網路有點慢，只要電腦打開了就

會跑不動，可否改善一下? 
陳莉虹 已要求承辦單位修護。 

圖資中心和調茶局前方的電腦，經常有許多五

專同學的學生由一個人開許多台電腦，幫朋友

佔位子，造成真正有需求的人沒有電腦可以使

用。 

化三忠 

戴佑廷 

已要求承辦單位訂定電腦管理辦

法。 

宿舍網路是否能夠增加寬頻數?有一些同學在

選社或選課時，因網路車，導致同學選不到想

選的社團或課程? 

資二 B. 

張瓊之 
已要求承辦單位改善。 

建議圖書館一樓的圖書區隔音設備進行檢修。 
國三忠 

梁家君 
已要求承辦單位檢修完畢。 

1.圖書館空調建議汰舊換新。 

2.建議圖書館添購新書籍。 

國三 A 

吳秀玲 

1.已要求承辦單位檢修完畢。 

2.已要求承辦單位添購新書籍。 

研
發
處 

證照可以更績極推動。 
資一忠 

楊宗翰 

證照已列入學生畢業門檻，且各系

也積極開課輔導學生。 

學生考到證照，不是都有補助嗎?可是我們班

有人去申請卻沒有拿到錢? 

國二忠 

呂怡玫 

針對證照獎勵辦法證照都有補

助，若申請後有任何問題可至研發

處實習就業組查詢。 



為什麼五專快畢業報考證照，已升二技不能申

請獎學金。 

資三 a. 

劉家琳 

本校學生直升二技,經校長同意,

原則同意補助。 

證照獎金原本是乙級，結果後來又改丙級，丙

級又改其他，學生準備考試，學校卻把學生利

益剝奪? 

未具名 

1.證照獎勵金是鼓勵同學,但補助

經費有限，目前階段希望同學以

考取乙級證照以上為原則，因此

乙級證照補助金額不變。 

2.若該證照級數改變，因證照在外

界認為不適合給該等級。 

 

體
教
中
心 

建議學校可以操場跑道改成 PU跑道，避免造成

運動傷害。 

田徑社 

巫彥倫 

因修繕田徑場費用龐大，而學校重

大場館修繕需全校整體考量，目前

田徑場尚不在全校的優先順序

中。若未來經費許可，體教中心將

優先提案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