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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座談會」提問彙整單 

 

                    單位 

 

  校長、秘書室、總務處、教務處 

 、學務處、圖資中心、體教中心 

、衛保組、課指組、生輔組、 

各系班代表、各社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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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 第 2 學期 「師生座談會」提問彙整單 
說明：本文件完全依學生繳交之「意見表」內容撰打 

單位 組別 提問內容 提問者 單位回覆 

秘 

書 

室 

 學生對學校向心力不足。 興才班 

林子杰 

【秘書室】台灣學生敢問敢說，對

學校興革提出看法，老師們會正視

任何意見。 

 學生踴躍提問題，老師詳細解答，希

望本校評鑑能順利通過。 

興才班 

謝麗彬 
【秘書室】謝謝! 

 升科大的必經之路、流程，了解到學

校資訊 

財二忠 

陳慧貞 

【秘書室】學校已透過許多管道，

期望全校師生都能瞭解。 

 學校行政單位服務態度好，好像欠他

錢似的。 

財二忠 

陳慧貞 

【秘書室】那些單位有不好的態度

請直接說出，我們會虛心接受。 

 希望學校校區能跟明新一樣校區大，

活動多，有游泳池，保齡球館等休閒

娛樂，不要那麼單調。 

財二忠 

陳慧貞 

【秘書室】學校今年會開始興建新

室內運動場館，學生活動空間絕對

會提升。 

 了解學校的基本資料，而且知道學校

對升科技大學的規劃與配套。 

自三忠 

游友廷 
【秘書室】謝謝!! 

 要升科大的條件是全體師生要配合和

改善的。 

工一 A 

徐祥傑 

【秘書室】敬請大家手攜手，同心

協力完成改名科大任務。 

 校內各項需要改進的地方希望能儘快

改善，不要講講而已。 

觀四忠 

陳映儒 

【秘書室】請陳同學明確的指明改

進地方，讓我們及時處理。 

 

 認識學校改科大的願景及項目，使同

學及師長利用此次聚會充分溝通。 

 【秘書室】敬請大家同舟共濟。 

 了解學校升科大的過程，知道學校附

近知名的景點，知道學校和國外有國

際交流也有雙聯學位的學校。 

資三 A 

孔思敏 

【秘書室】學校會常舉辦此類活

動，多向同學說明。 

 學校為了升科大建立許多新的制度和

建設，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變，但是

改建科大，並不只是學生、教師要配

合改進，學校方面也必需交出亮麗的

成績。 

許皓文 【秘書室】我們共同努力，讓改大

工作順利。 

 為何學校前一餐那邊總是要評鑑時，

才開始做裝潢，而評鑑一結束又恢復

國二 A 

范芷綾 

【秘書室】一餐改成學生微型創業

中心，由學校提供資金讓同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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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團亂，這麼做有何意意呢，一直

改來改去，也沒有多好，只會讓我們

覺得很無奈。 

營，有些同學不嫻熟市場行情而失

敗，但寧可在學校失敗，把經驗留

住，畢業後能一舉成功最重要。 

秘 

書 

室 

 1.我認為在這次的座談中，讓我體會

到本校的積極面，尤其最近可看出學

校的人員都忙進忙出， 

2.顯現行政人員升科大的毅力，在忙

碌的同時，也不忘記為我們莘莘學子

們謀取最大的福利，也更希望學校往

後能以如此精神繼續經營。 

資四 A 

何松運 
 【秘書室】謝謝同學的鼓勵。                                                                                                                                                                                                                                                      

 謝謝校長的用心，學校真的改善很多。 自三忠 

馬偉軒 

【秘書室】謝謝!! 

 初步了解升科大的內容。 

得知學校方針升為科技大學。 

資三忠 

陳宇辰 

資三α 

陳定師 

【秘書室】謝謝!! 

 

 我想升科大是學校所期待的事，如果

評鑑過了，想必會帶來很多的幫助和

好處，但在校園之中，還是有很多不

足的地方，也有看到學校在改善，希

望能有個好環境可讀書，畢竟還有三

年。 

觀一孝 

林柔妏 

【秘書室】我們會持續的改善。 

 感覺多辦此活動有效。 葉星成 【秘書室】謝謝!! 

 與師生交流，更了解問題所在，也可

以盡快解決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次的

活動很好。 

范維豪 【秘書室】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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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 第 2 學期 「師生座談會」提問彙整單 
單位 組別 提問內容 提問者 單位回覆 

總 

務 

處 

 

 1.校園抽菸問題尚未改善，許多非吸

菸區還是有菸味。 

2.餐廳人口過多，大多時間都在排買

飯，也造成氣體排放不順，二餐溫度

過高。 

3.原一餐人口依舊少 

4.學校新開的車道何時開放，橫渠樓

六日能開放嗎? 

資三忠 

陳宇辰 

1.校園抽菸問題已轉請學務處、校

安人員加強取締及勸導。 

2.二餐溫度過高情形，已請負責人

加強冷氣開放。 

3.原一餐業已為休閒學習中心，並

加裝冷氣系統，請同學多加利用。 

4.新警衛室已啟用，出口通道已全

天開放。橫渠樓側門應考慮門禁及

校園安全，所以週六、日暫不考慮

開放。 

 過大華橋停車場的斜坡希望增加欄杆

與路燈 

葉星成 本建議總務處將於下學年加編預

算納入考量。 

 教室走廊上或樓梯間，希望學校能督

促某些學生不要在這些地方吐檳榔

渣，因為很噁心，而且有時候都不知

道要繞哪條路走，希望學校能注意一

下這問題。 

工二 A

蘇靖婷 

同學吐檳榔問題已轉請校安人員

加強取締及勸導。 

 

 停車場車位設置多一點，汽車空位多

一點，有些車位都被校車停占很多

格，也希望停車場不要收費。 

財二忠 

張詠惠 

目前 D 區停車場日間部同學停車

位皆尚有空位，且沒有收費，請同

學多加利用。 

 

總 

務 

處 

 

 

 

 

 

 

 

 

 1.定一樓 2樓電腦教室切換螢幕，時

常出問題，可以連續好幾個禮拜不能

用 

2.語言教室的耳麥老舊，每個人使用

的機台多多少少都有問題，考試都有

很多突發狀況 

3.打學校電話無分機號碼提供，直接

轉總機，我們要打去找誰? 

國貿系 1.本案請轉請各實驗室管理老師提

出維修申請。 

 

 

2.本案亦請轉請各實驗室管理單位

提出維修申請。 

 

3.學校各處室分機號碼資料已放於

學校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第玖項

第 33 項中，同學們可上網查詢。 

 希望學校餐廳多間一點，能開冷氣不

要這麼熱。 

財二忠 

陳慧貞 

餐廳溫度過高情形，已請負責人加

強冷氣開放。 

 志清堂能快蓋好，不然到畢業才蓋

好，我們這屆一次也沒使用過。 

財二忠 

陳慧貞 

總務處積極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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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務 

處 

 宿舍希望都在同一區，不要一間山上

一間山腳下。 

財二忠 

陳慧貞 

總務處將會於校園總體規劃納入

考量。 

 改善校內電腦軟、硬體的加強與維修。 觀二忠 

吳佩庭 

觀二忠 

林于方 

欲改善校內電腦軟、硬體的加強與

維修，除請同學發現有問題電腦告

知上課老師外，亦請管理老師適時

提出電腦更換及維修申請。 

 本校遠距教室真的很恐怖，沒有學生

打掃，桌子好多都是壞的，更何況的

上都垃圾，甚至大螞蟻在那跑來跑

去，上課要怎麼上，而且設備有問題，

是該注意吧。 

謝宜辰 目前遠距教室係轉請資管系管

理，所以本項請資管系參酌。 

 提升學校的交通便利。 電三忠 

朱子冠 

目前已爭取新竹客運公司於校園

內設站，以提升全校師生的交通便

利，請同學多加利用。 

 男生第二宿舍是否可以蓋遮雨棚，如

果是給住宿舍的學生停放，沒人希望

摩托車，日曬雨淋的。 

國二忠 

莊益哲 

總務處將於下學年加編預算納入

考量。 

 學校車速限制 20，可是所有車輛都沒

有遵守，這樣學生走在學園內都很危

險。 

國二忠 

劉美妏 

本學期於校園增設多處跳動路

面，總務處會加強取締。 

 1.仁愛樓六樓容易聞到吸菸室的菸

味，請改善，因為我們拒吸二手菸，

謝謝 

2.可以再增設一間餐廳嗎?(尤其是素

食餐廳) 

自三忠 

馬偉軒 

1.仁愛樓六樓聞到菸味問題，總務

處將研議改善方法。 

 

2.學校即將動工之志清大樓已規劃

有餐飲中心區塊，將增加另一餐飲

地點，屆時請同學多加利用。 

 1.希望校園內的停放單車處加裝遮雨

棚，先前遇雨時都必須至廁所脫雨

衣，但會造成打掃的困擾，可是外面

下著雨，那我們可至哪脫雨衣呢? 

2.希望校園內的停放單車處加裝監視

器，先前已有惡意人士破壞他人單

車，而且不只一次，單車受損只需送

修可修好，但萬一因此造成意外，人

員受傷，誰能負責呢? 

3.學校的廣播系統迴音很大，萬一災

害發生廣播不清將導致疏散困難等問

題。 

工二 A 

陳采妮 

1.單車處加裝遮雨棚建議，總務處

將於下學年加編預算納入考量。 

 

 

 

2.單車停放處加裝監視器建議，總

務處亦將於下學年加編預算納入

考量。 

 

 

 

3.廣播系統迴音很大，因忠孝仁愛

樓內部封閉造成回音，已請專業廠

商研議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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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第 2 學期 「師生座談會」提問彙整單 
單位 組別 提問內容 提問者 單位回覆 

教 

務 

處 

 在看到改名科大說明，發現有國際交

流這個項目，但想知道它所需要的要

求或標準，是否做宣傳或直接在大華

首頁直接標榜在顯眼處。 

自三忠 

陳彥龍 

【教務處】謝謝您的建言。會設對

外國防交流項目標於校網首頁，醒

目公布。 

要學生注意遵守交通規則，那學校教

職員就不用嗎?交通組長不用遵守嗎? 

 【教務處】一定要遵守，人人有責! 

電子系學長說得很好，很多課程都合

班上課，很多老師也向我們反應上課

的教學品質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之

前有向有些老師反應過了，但明明知

道這樣教學品質不是很好，那為甚麼

還要這麼做? 

語一 B 

黃意方 

【教務處】會  令檢討合班效果，

但因為有做授課，又不得不合班，

會請外語、國文老師協助課堂同學

反應了解。 

外語系為何沒任何專題室?其他科系

至少都有吧? 

語四 A 

鄭兆婷 

【教務處】外語系可利用三樓語言

中心蒐集相關資料。長期規劃可考

慮需要而增設。 

 系上老師也常遲到，我們上課還要等

到老師來才有鑰匙開門，跟主任反

應，主任竟然說叫我們等老師來，那

有些老師遲到快半節課，那學生的權

益不都受損了? 

語四 A 

鄭兆婷 

【教務處】此風不可長。請您明確

指出那些老師，教務長一定作出反

應。另馴知系上助督導。 

 定一樓藍染的作品固然是美侖美奐，

可是製作期間的味道真的不是很舒

服，甚至在定一樓劇場、遠距、地下

室上課，味道是濃到會影響上課專注

力，是否能建議美術教室把藍染移至

室外製作呢? 

許皓文 【教務處】你的建議有參考價值，

目前本校已規劃於戶外(定一樓 1

樓後面)設置藍染工坊，應可改善

您提到的問的問題。 

 學校應加重於學生畢業流向，能否減 電三忠 【教務處】謝謝您的建言，本校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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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與企業就職的差距和提升學生畢業

後的就業率及競爭力。 

朱子冠 理之職流相關活動及就業學程，均

是此一目的。 

 請問為何這學期無排考?而且，學校並

無宣布，有些學生甚至還不知情，且

有些學生的課很滿，全部的考試集中

在一個禮拜，這樣是否可以改進?是因

為為了升科大而抽掉排考的嗎? 

語 2A  

崔雅娟 

【教務處】目前不排考，系反映目

前一般大學的作風，讓老師有更大

彈性規劃考試內容與方式。 

會議令提列公布相關訊息，讓同學

日早準備，至於排考與否，期中、

期末均於一週內執行。 

 五專升四技有減免學費制度，那麼這

些學生少付出的部分是不是就由全校

的學費負擔了?我個人認為，目前學校

需要很多資金改變學校，那是否此項

制度可以重申?畢竟升上科大是沒有

五專制度的。 

許皓文 【教務處】就學校制度而言此項制

度對學校發展不會有影響的，再者

是學校申科大後還是會保有五專

的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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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資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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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 第 2 學期 「師生座談會」提問彙整單 
單位 組別 提問內容 提問者 單位回覆 

圖 

資 

中 

心 

 學校 IP是否固定一下，不然有時候都

有 IP相衝問題。 

 【圖資中心】 

學生未分配固定 IP，固定 IP只

分配給老師及實驗室。若單位使

用固定 IP相衝，需找各系 IP管

理人員詢問。 

 電腦看門狗是否固定幾次打開，讓電腦

更新，不然有再好的防毒有甚麼用? 

 【圖資中心】 

已反應給各實驗室管理教師，讓

看門狗更新病毒碼。 

 為什麼圖資中心的區網要鎖起來? 古晉竹 【圖資中心】 

防止同學使用區網連線遊戲，可

讓電腦提供多數同學上網查資

料。 

 定一樓網路不一定能上網，請相關單位

儘速處理? 

國貿系 【圖資中心】 

國貿系最近未有 down網通報。不

能上網可能是電腦設定問題。若

有 down網，系上無法解決，請儘

速通報電算中心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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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組別 提問內容 提問者 單位回覆 

學 

務 

處 

 可以把獎學金的金額提高嗎?把前三名

的獎勵多一點 

自三忠 

陳彥龍 

【學務處】獎學金的金額需經就

補會議通過才能實施，同學可請

系主任出席會議時提案討論。 

以後調查表是否能不記名?  【學務處】發言條署名是表示對

自已的言論負責，同時也讓回應

單位即時找到回應窗口加快處理

速度。 

此活動人力不足，先前會場四角有人遞

麥克風，此次卻只有一人，是否因為麥

克風量不足或硬體設備不足? 

資二忠 

吳明娟 

【學務處】原本國際會議廳配有

四支無線麥克風，但會議當天有

二支麥克風送修中現場只有二支

麥克風替換使用，承辦人下次會

在會議前先確認麥克風的正常性

讓會議中有充足的麥克風可使

用。 

書香計畫從上個學期到現在系統都怪

怪的，點數都沒進去，反應很多次? 

國二 A 

彭雅娟 

【學務處】經多次測試，貴班的

系統正常，可否請同學直接到課

指組找業務承辦人馮懷萱小姐，

謝謝!! 

會議時間有些許的短。 語 2A  

崔雅娟 

【學務處】原訂時間為五月三日

(一)的 12:00-14:00，但因為改

科大訪視時間衝突而臨時更動，

在場地及各長官時間均須顧及的

情況下，訂於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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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00-13:00，往後會注意時

間安排，讓同學暢所欲言充分雙

向溝通。 

感覺多辦此活動有效。 葉星成 【學務處】謝謝同學的肯定，師

生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讓同學與學

校長官面對面雙向溝通，使同學

了解學校方針政策，學校了解同

學的想法需求並能即時處理。 

與師生交流，更了解問題所在，也可以

盡快解決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活動

很好。 

范維豪 【學務處】謝謝同學的肯定，師

生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讓同學與學

校長官面對面雙向溝通，使同學

了解學校方針政策，學校了解同

學的想法需求並能即時處理。 

社團辦公室的美觀有待加強(仁愛樓六

樓) 

自三忠 

馬偉軒 

【學務處】社團辦公室等同是各

社團的窩，歡迎同學發揮創意與

美術天份，把社窩當自已的窩般

地注意美觀，整潔還有安全。 

學生社團與人口過少，造成社團幹部過

少 

資三忠 

陳宇辰 

【學務處】社團是興趣相投的人

聚集而產生，每學期課指組都有

辦社團博覽會及成果發表會讓社

團招攬新血，觀迎同學多多利用

機會，當然社團人口較少時，組

織幹也會有些不同，原則是讓社

團正常營運。 

 

保健室有同學要去醫院檢查，卻叫同學

自己想辦法去。 

國貿系 【學務處】按照本校「傷病處理

要點」會先知會班導師並安排救

護車或代為叫計程車送至就近的

衛生所或醫院，如有問題請同學

明確反應未完善之處會予以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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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組別 提問內容 提問者 單位回覆 

軍 

訓 

室 

 希望教官能多去女廁抽查，因

為有菸味 
工二 A 蘇靖婷 【軍訓室】 

一、加強宣導吸菸危害健康。 

二、已請軍訓室女教官及護理老師

加強查巡，若違規依校規處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