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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技術學院 

 

98 學年 第 1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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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大華技術學院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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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2 日 

98 學年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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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紅字字代表校長指示修改的內容。 

藍色字為各單位修改的內容。 

單位 組別 提問內容 提問者 單位回覆 

秘書室 

 為了學校升科大，右任樓權益

及各系老師的調度，都深受嚴

重影響，請學校重視此問題。 

資二忠 吳明娟 學校改名科大，師資素質的提升是

必要的條件，學校格外重視此問

題，並會重視教師的權益。 

 請問何時升格為科技大學，不

是評鑑都為一等了嗎？為何

升科大的名單裡並沒有我們

的校名呢？ 

資四忠 張富強 這也是我們當時質疑教育部不公

平之處，但事實已造成，我們只能

再於 99年重新衝刺。 

 有要升科大嗎？ 自三忠 游友廷 一定有，一定要。 

 

 強烈希望操場跑道、球場能改

進 PU地面，以保護運動者的

腳部，將運動傷害降到最低。 

資工二忠 

 楊宗衛 

將同學的意見提請校園規畫委員

會參辦。 

 

 能否提供棒球場地? 資四 B  沈芳伊 以目前暫無法提供棒球場地(無適

當場地方設置)，未來在校園規劃

檢討辦理。 

 

 希望校長能給我們一個可以

練習接球跟打網的場地，因為

平常練習接球一定會漏接，打

網也怕打不進網子裡等等問

題，怕會傷到其他同學，所以

希望校長能給場地，這樣我們

能比較安心的練習，如果場地

允許打網跟接球可以在同一

個場地。 

棒球社社員 

戴爾廷 

學校在大華路校標的左側山坡上

方，尚有一塊平整的場地，將校園

規劃小組檢討目前校內外可否有

興建棒球場之可能性。 

  希望學校在行政效率部分能

夠很完善傳達給學生。Ex:行

政人員態度與服務品質。 

行四忠 吳昌融 這是我們一再要求行政同仁要做

到的基本態度，若有單位同仁疏忽

之處，請反應給主秘代為處理。 

行政單位態度能改一下，辦事

要有效率。 

子二忠 張衡 

學校行政單位態度超差，希望

可以想辦法改進! 

子二忠 古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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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太貴，且感覺很高中生

活，如果要過高中生活，我們

繳較多的學費來唸。 

子二忠 古家銘 學費為教育部核定，可上網至各校

瀏覽比較。 

98 學年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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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二館旁邊那塊廢墟區，都長

草，那塊區域要做什麼？ 

國五 A   官振能 該區為新建多功能教學大樓(志清

堂)預定地，目前已完成空調招標

即將申請建照。 

 1. 上樓的階梯（仁愛樓靠近

電梯處的樓梯）上樓時轉

彎時被牆擋到容易撞到

人。 

2. 上樓的斜坡太多 

子一孝 廖承志 

 

 

 學校之前一餐整修，現在原有

的商店、攤販部都撤掉了，現

在一餐那還有些空位，希望能

夠恢復那些店面，尤其是”書

局”雖然現在二餐有販賣筆

記本和一些小文具，但…就缺

少了些什麼。 

語二 A   崔雅娟 圖書館一樓規劃為休閒學習中心

包括同學之微型創業，後續將有格

子舖及輕食等商店進駐。因該區已

納入圖書館面積將有更積極之規

劃及利用，同學的建議相關單位會

納入考量，儘速協調廠商進駐。 

 綜一館大樓後面，冷氣水會滴

下來。 

 

資三 a   劉玟君 因該館冷氣以老舊很多出水孔已

腐蝕導致水管脫落，接水管需使用

吊車，等寒假時統一維修。 

 學院樓頂樓的木屋頂是否維

修? 由於前陣子吹壞了,現在

只要風一大,就會有倒下的可

能性,更進一步會砸傷學生。 

資管系學會 

 邱煒盛 

木屋頂已使用多年，上方木頭接點

大都已腐蝕，總務處儘速請技工維

修，後續已請專業廠商規畫更換鐵

皮屋頂之可行性。 

 為何右任樓有電梯卻故障不

修理？曾有住六樓的同學受

傷行動不便，因此而未能上

課、活動。 

資二忠  吳明娟 右任樓電梯原電梯無法老舊修

復，新裝電梯案須請建築設計，已

請校園規劃委員會納入規劃。 

 近日右任樓門禁時間越來越

早，網路斷線也是，這樣同學

的權益是否受損？ 

資二忠 吳明娟 右任樓門禁時間一直維持晚間

11：30分並無改變，若有類似問題

請直接向舍監反應 

 現在只剩二餐，這讓我們非常

麻煩，一餐那邊是沒人投資，

子二 A  張廷誌 為讓學生擁有更優質的圖書館，學

校撤銷原一餐，讓圖書館免受餐廳

電
梯 

將在牆轉

彎處加裝

防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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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學校打算就讓它放在那

不動？為何不讓它恢復成餐

廳呢？學校所提供的那些，只

要比較慢下課的班級，根本就

搶不到，還是一樣要跑去二

餐，然後又等很久，很累很麻

煩，然後又只剩一間便利商

店，實在是很不方便。  

油煙污染，為解決學生供餐問題已

請餐廳中午時間於仁愛樓中庭及

休閒學習中心(原一餐)供應輕食

及便當，以解決餐廳擁擠問題，實

施至今成效良好請同學多加利用。 

 萊爾富對面的側門，假日不開

放，但仍有人翻越爬過，無人

管理，到時候如果有人受傷，

該怎麼辦？還是要考慮假日

開放側門？ 

自三忠 游友廷 考量校園安全側門假日暫無法開

放，我們會請執勤教官及警衛加強

稽查，不要讓同學貪一時之快而受

傷害! 

 宿舍加蓋一樓，我不希望沒有

抽到宿舍。 

財二忠  張凱傑 新建志清堂已規劃部分宿舍區。 

 

 

 

 

 

 

 

 

 

 

總務處 

 

 

 

 

 

 

 

 

 

 

 

 

 本社的社員在假日都有集合

練習，希望可以讓我們騎車通

行！！謝謝！ 

啦啦隊社  

 潘建全 

以前有開放同學假日機車進入校

園衍生許多困擾在校園亂騎、超速

等問題暫無法開放，若有特殊需求

請事先至事務組登記。 

 午餐的飯館太少，下課去時菜

也被搶得差不多了。 

電二忠 曾德育 即請餐廳負責人檢討改進，若真的

不夠吃，可以叫外送(芎林街上)。 

 1. 校門前河川堤防檔到視線 

2. 騎車進校門 

3. 宿舍衛生 

 

資四 B   沈芳伊 1.已請交通隊實地現勘過，短期會

再轉彎前增設簡易跳動路面。 

2.依規定目前機車無法開放進入

校園。 

3.請清潔人員加強打掃。 

 1. 等公車對面車道旁圍牆過

高，且是轉彎處，汽機車

駕駛過彎道時看不到要過

斑馬線的行人，請學校將

圍牆打低。 

2. 校訓-敬業樂群轉彎處，夜

間燈光太暗，常發生交通

意外，是否多增加一支路

燈。 

 

機電二甲 

姜智揚 

1.該圍牆是鄉公所近期改善大 

華路淹水問題興建之改善工程，卻

衍生另一個問題，已請交通隊實地

現勘過，短期會在轉彎前增設簡易

跳動路面。 

2.敬業樂群轉彎處日前已加裝一

盞路燈，後續將於轉彎白線加裝防

撞桿，防止車輛駛入人行道，並請

全校師生勿逆向行駛。 

 1. 對於二餐每次中午人都很

多，能否在一餐那可以設

大愛手社 

徐淳恩 

1.為解決學生供餐問題已請餐廳

中午時間於仁愛樓中庭及休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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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攤位，賣些淡食養生食

物…等 

2. 餐廳旁的樓梯，每週至少

三人跌倒，可否改良？ 

3. 定一樓地下室的視聽（二）

教室，設備是否可以再完

善一點？例如：電影英文

課堂沒有電腦，可以發

放，報告方面就很不便

利。 

習中心(原一餐)供應輕食及便當

以解決餐廳擁擠問題，實施至今成

效良好請同學多加利用。 

2、不知是綜一館後方鐵樓梯或萊

爾富對面新建步道（新建初期因踏

板寬度不足，廠商已改善）請同學

與事務組聯繫，謝謝! 

3、視聽（二）教室之改善即請教

務處檢討辦理。 

 1. 棒球社的場地是否有更好

的環境 

2. 交通行車的轉彎處可以加

強交通安全措施 

3. 可以多一些餐廳，才不會

總是很多人擠在一起，還

有多一些可以採買的地

方。 

國三忠 沈美君 1、棒球場地因校地有限短時間無

法改善，轉校園規劃小組研辦。並

將請指導教練提供卓見協助改善

辦理。 

2、短期會在轉彎前增設簡易跳動

路面。 

3、中午時間於仁愛樓中庭及休閒

中心供應輕食及便當以解決餐廳

擁擠問題，請同學多加利用。 

 可以用個廚餘桶嗎？因為垃

圾都會臭掉。 

自四 A 周艾君 立即檢討改善 

 1. 學校的室內籃球場，已過

了一年多，到現在一點雛

形都沒有，這樣教學不

便，進度總是延遲。 

2. 希望能興建游泳池來方便

學校學生學游泳，因為很

多人都不會，而體育課也

沒有游泳課，都很想學游

泳。 

化二忠 戴佑延 1、先前因物價飆漲，耽誤一段時

程，該工程均依計畫持續進行中，

目前已完成空調招標即將申請建

照。 

2、游泳池因校地有限，短時間可

能無法改善，轉請校園規劃小組參

考辦理。 

 停車場能不能不要收錢，半學

期汽車就要 2500元，機車就

要 500元，太貴了，我們學生

是來上課，不是來繳錢的。 

子二忠 張衡 因週邊停車場均為村民投資興

建，收費多少學校無法干預，為照

顧同學學校開放D區停車場供日間

部學生免費停車，目前已裝設三組

監視器（無人看管）。對於整體停

車方式已全面規劃改建，新年度起

即將啟用。 

  大華樓一樓在下雨時，因雨淋 資工二忠 寒假時即行檢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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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路面濕滑，應做好防滑處

理(大理石路面)或加裝警示

語。 

楊宗衛 

  為什麼有些人坐校車都不繳

錢，偷渡的很多，有人沒有繳

錢就可以坐一個學期，這樣對

有繳錢的人不公平。 

資三 B 田雨涵 車證持續查核中，或許有遺漏之

處，總務處會加強稽查作業。 

98 年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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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有來自大陸，還有其他國

家的交流學生，為何他們上課

時，總是名單沒有記錄，權益

總是處處受損，希望學校能重

視此事。 

化四忠 陳俊宏 非正式學生名單是不會進入資料

庫的，但相關承辦單位都會有名單

給任課教師應該不會影響到他們

的權益，謝謝你為這些同學發聲，

下學期起，全校學生全數列入資

料。 

課表的空堂時間，原本就是我

們的時間，為什麼學校要把它

拿去當什麼學習輔導呢？這

對我們原本有空堂的班級很

不公平！怎麼可以把空堂拿

走呢？這讓我們心裡很不平。 

國二 A  葉士瑀 

 

學習輔導是補救教學中非常重要

的環節，可幫助學生跟上進度，但

如果個別同學有特別要事待處

理，可以事先跟老師說明。 

多與大陸學生交流 資四 B  沈芳伊 我們會繼續努力。 

每學期的課表是否能盡早出

來？因為當我們有些人急著

要安排自己的讀書時間時，就

會被影響到。 

工四 A 羅聿偉 任可總範圍之內我們努力提早排

定課表，但有些因素並非預料，稍

微耽誤尚請諒解! 

  畢業生可否能在學校網站

上，能看到研究所相關考試訊

息? 

國四 a   盧柔靜 可以，只要至校網的招生訊息中都

會有公告，但公告確定時程還是以

研究所發佈為主。 

  關於兩岸交流的時間，是否能

延續更長的時間？ 

國三忠 沈美君 我們會持續擴大與大陸對等學校

交流，但政府的法令規章，我們也

要確實遵守；目前我們已在法令許

可範圍內做最大的努力。以後可能

改由我們過去交流不是更好嗎! 

98 學年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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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ANGSAWANGSAWANGSAWANG

       師生座談會提問彙整單 

 7 

 

 能否提供，看到不同科系的證

照考題，也能否提供下載列

印? 

國四 a   盧柔靜 證照種類繁多(公家與民間)，將

積極建議各系科提供考古題供參

考。 

圖 

資 

中 

心 

 學校的圖書館二樓入口是否

能開放？若要省經費應該還

有其他的方法吧。 

工四 A  羅聿偉 正式的圖書館在常態下，都只有

出入口各 1，而且是進出口合

一。本校因為工讀人力精簡，本

館實在無法兼顧三個出入口，固

只得縮減其一，保留 1 樓及 4樓，

您的建議我們很重視，將再行評

估檢討。 

 無線網路在仁愛樓 6樓社團

辦公室收不到訊號 

崇德社  馬偉軒 原 6樓規劃為儲藏室，故未裝設

無線基地台，敬請見諒。 

 1. 宿網假日是否可以開放? 

2. 是否可以多加一個無線

網? 

僑聯社  廖漢元 1.請反應給宿舍管理單位，俾統

一檢討辦理。 

2.宿舍規劃以有線網路為主，暫

不考慮增設無線網路。 

 圖書館一樓,中午有提供午餐

嗎? 

電通一忠 姚嘉維 本館一樓休閒學習中心及圖書館

大門口皆有輕食服務。 

 1.希望學校能加強宿舍網路

使用規則的宣傳，避免每次一

有新生進來或第一次住宿舍

的人的時候，又有重複的問

題。 

資工二忠 楊宗衛 1.每年 9月開學圖資中心均在各

宿舍張貼設定教學與使用規則。

入住宿舍當日設有專人服務，將

請幹部多宣導利用。 

 

 網路資源中心的網路時常連

不上。 

子二 A  張廷誌 9~10月因設備不穩造成網路中

斷，已於 11月更新設備。 

 圖書館裡的電腦,有很多人都

在佔用，而且都在玩電腦遊

戲，有要用電腦查資料都沒辦

法用。 

電三忠 連冠欽 本館電腦主要分兩種用途:館藏

資源檢索及多媒體數位學習，共

計有 77部電腦提供上述兩種服

務，因此不能謂之少。為防止多

數學生佔用玩網路遊戲，影響其

他使用者權益，一樓檢索部、二

樓 2部、三樓 1部、四樓 2部電

腦，皆不可玩網路遊戲，本館櫃

台人員將更加嚴格督管，造成您

們的不便，在此致歉! 

 圖書館的電腦很多人佔用，來

玩遊戲，並不是用在查資料。 

電二忠 曾德育 

 圖書館電腦太少，很多人都在

玩，佔用太多。 

電二孝 范乾軒 

 宿舍網路問題。 資四 B   沈芳伊 

 

 1.無線網路的使用無法正常

連線。 

2.和兩岸的無線網路連線希

國三忠 沈美君 1.請說明發生地點，俾即時檢討

改善。 

1. 無線網路連線未對任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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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可以暢通。 

3.網路五、六日希望不要只開

放到一點。 

限制，大陸地區亦未有限制。 

2. 請向住宿管理單位反應 

 無線網路在宿舍常斷線，其他

學區都還可以。 

子二孝 邱冠榮 宿舍規劃以有線網路為主，並非

無線網路主要服務區域 

 資訊中心裡有許多台電腦故

障，造成要查資料的同學無法

使用。 

語二 B  范芷菱 電腦已於近日內完成修復，造成

不便，在此致歉。 

98 學年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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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課指 

組 

希望下次”師生座談會”可

以換個時間舉辦，中午時間，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在用餐，希

望能夠改進，可能換個時間會

好一些。 

語二 A  崔雅娟 「師生座談會」應出席的人涵蓋

全校各系及各級長官，在此情況

下只有中午才勉強算是大家共同

的時間，原則上「師生座談會」

一學期只開一次而且接下來的為

第五堂各學系共同時間，希望在

不影響正課又不耽誤用餐的情況

下召開，請同學諒解。 

曾經對學校有個贊助學生在

外當志工的企劃案，本班想於

這學期在外當志工，那可否申

請此計畫案？ 

資二忠 吳明娟 目前學務處課指組優先補助各系

科開設之服務學習專業課程，另

亦有補助班級志工服務之保險

費。因不清楚同學班上是擬申請

短期志工或一日志工，請洽課指

組詢問。 

今年度迎新演唱會因 H1N1而

暫停，為何都沒有宣佈?那之

後是否有補辦或遞補方案？ 

資二忠 吳明娟 關於迎新演唱會一事，原來已初

步規劃，後來有 6個系提出聯合

迎新，加上 H1N1影響，學生會便

不再辦迎新演唱會，因為九月初

公告的學務處行事曆便無此項活

動(行事曆已上網公告)。 

社團時間希望可以盡量不要

和活動衝堂 

國三忠 沈美君 已檢討完成。 

因本班課程排在禮拜二、三兩

天，但學校有些活動排的時間

過於緊密，導致學生無法配合

時間，希望學校能改善，調整

時間。 

行四忠 吳昌融 在以不影響學生上課為前提之

下，課指組活動普遍均排訂在週

三下午七、八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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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學校可以給沒有社辦的

社團給予空間(社辦)。 

羽球社 吳政弘 社辦的申請乃依社團評鑑績效酌

予考量，請羽球社加油。 

星期三社團時間，大華樓前有

時候都會辦活動，可是在忠孝

樓和仁愛樓上課的學生，還沒

下課前都會引起上課班級的

注意，尤其是下課前，準備上

社團活動前，會聽到音響的聲

音，或樂器的聲音。 

自工系 劉正隆 目前學校沒有專屬的活動空間，

所以辦理各項活動時難免干擾鄰

近單位，還請同學多多包涵，但

課指組也會負責督導主辦社團，

請他們注意音控問題。 

學校活動可以多一點吧？超

沒大學的 fu，四技人數過

少，財經系沒五專生。 

子二忠 古家銘 課指組非常歡迎有志為全校師生

服務，亦歡迎踴躍申辦活動，讓

大華能早日晉升科大行列。 

 

我們是財一忠，但我們班只有

七個人，可以有些人數不夠就

不要參加。 

財一忠 溫雅卉 參與活動宗旨在於培養同學參與

活動的練習過程及團結向心力，

故鼓勵同學多多參與，不在於班

級人數的多寡。� 有些班級人數過少，大家參與

活動意願也不高，有些活動應

該可以不參加吧？ 

子二忠 林彥葵 

學務處 
課指

組 

1.社團博覽會的時候，學生會

都沒有人會用音響設備，讓我

們表演人員跟工作人員一

樣，希望趕快派學生學習，不

然每次演出熱音社的表演者

都很辛苦。 

2.表演上我們需要收音設

備，才不會讓吉他、貝斯和主

唱的聲音都把爵士鼓音量蓋

過去。 

熱音社  張凱威 1.每年寒暑假排訂設備器材管理

人員職前訓練，並配合熱音、吉

他等社團人員共同實施訓練 

2.收音設備已列入預算編列預訂

99年相關補助器材可協助提升表

演品質。 

社團再新增幾項運動社團。 自二忠  倪毓晟 社團的成立是由同學提出申請，

歡迎同學主動提出申請。 

1.定位好學校的特色與未來

發展目標與增加學校的名

氣，例如吸收籃球、棒球、啦

啦隊選手，多多參加全國大型

比賽。 

2.校內競賽與活動能多點，來

增加班級與系上團結向心

力，也讓大學生能夠多采，讓

電四忠 田皓宇 課指組已規劃一系列針對各學制

班或系競賽性團隊活動，成效良

好，謝謝同學們的支持，讓校園

活動更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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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學校能羨慕我們，而不是

我們羨慕別校。 

社團時間和學校活動衝到的

問題? 

 

資四 B  沈芳伊 學校表訂每週三下午為社課時

間，另排有學群共同時間及系共

同時間，希望學群及各系充分利

用該時段。目前只有臨時的校慶

演練佔用到社課時間，往後會特

別注意會以社課優先。 

對於同學社團簽到的問

題，實在不能說一次就能

都簽好。 

大愛手社 徐淳恩 社團簽到應每週社團活動時確實

執行，怎會有ㄧ次都簽好的事?

請社團依規定辦理。 

1.活動經費一學期只有六千

實在太少，我們出去比賽一趟

根本就超過了，還要我們自己

掏腰包，還有一些活動表演車

費根本不夠也都自己掏腰包。 

2.這一屆的學生會做事情有

點慢，一些簽呈和結報都隔很

久才知道補不補助，會長人也

特別難找。 

國術社 陳彥龍 1.現階段補助上限為 6000元，績

優社團特殊活動需要仍可彈性增

撥金額，唯以不排擠其他社團經

費使用為原則。 

2. 經檢討係因學生會負責同

學，對結報流程與手續欠純熟，

目前已妥善分工及加強作業訓

練。 

本學期我發現課指組之通知

速度似乎有些緩慢，不管會議

或文件上的通知，都有須改進

之處，希望課指組好好的省思

一下，由於通知慢，造成我們

社團溝通及調度有些甚難之

處，故通知之時間，請於一個

禮拜前提前通知，謝謝。 

韓流社  何松運 請提出具體說明，課指組即依行

事曆行程辦理，請社團配合。 

小提琴課程的增設 興才班 蔡永珍 目前學校音樂性質社團有國樂

社、管樂社及熱音社，因屬性不

同，所以沒有小提琴器材設備與

課程。歡迎同學與志同合的朋友

籌設社團，互相切磋。(創社需求

請洽課指組)。 

學務處 
課指

組 

社團時間不要排校內競賽活

動 

吉他社  葉峻萌 為求社團正常運作學校在週三社

團活動時間，本組將慎重考慮不

排訂相關競賽活動。 

班級人數過少我認為可以不 財金系 何思潔 系競賽性團隊活動已辦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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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部活動參加，如是以系為

單位，但不見得每位學長、姊

都願意參加，如果不是自願參

加，怨言就會很多，也沒有得

到原本辦活動的意義呀！ 

成效良好，謝謝同學們的支持，

讓校園活動更豐富多元。 

 希望每次的通知和活動的單

子可以提早兩個禮拜發。 

語二 B  范芷菱 謝謝同學的建議，課指組會議及

依行事曆執行，會議通知為提醒

同學準時參與會議 

 希望學校空出一間教室，給我

們使用當社辦。 

釣魚社 江佳浩 因貴社是這學期開學後才申請成

立，所以目前沒有規劃社辦，未

來也會以社團表現而決定社辦的

需求。 

 學校能否多開放一些志工的

服務?利用每週三下午七、八

讓一些人能盡快完成生活教

育學分。 

工四 A  羅聿偉 每週三下午七、八節是社團活動

時間，建議同學優先參與學校各

項活動。志工服務以空堂或假日

去完成即可，如果有需要媒合機

構去服務，可洽學務處課指組詢

問或協助。 

9８學年 第１學期 「師生座談會」提問彙整單 
 

學務處 
生輔

組 

希望升旗的時間可以掌握，有

時因為升旗時間過長，導致班

會沒有足夠的時間使用。 

語二 B  范芷菱 生輔組會斟酌時間之長短。 

9８學年 第１學期 「師生座談會」提問彙整單 

學 

務 

處 

體教

中心 

體育課的運動項目可以多項

選擇，可以的話，盡量可以不

要一學期都上同樣的動運項

目，可以多增設其它的體育課

程。 

自二忠  倪毓晟 體育課開課項目的多寡以當時段

的人數來考量，約為總人數除以

50，即為該時段的開班數。ㄧ個

學期所能講授內容相當有限，再

上ㄧ個項目未必合宜。 

體育器材室的借用時間可以

調整 

子一孝  廖承志 因工讀生縮減，原約聘人員又已

到期，目前由主任辦公室工讀生

支援於上下課時間借發器材 

希望假日(六、日)開放體育

館，方便住宿生運用。 

行銷系系學會   

簡若涵 

羽球、桌球已開放同學使用，健

身中心向學校研商管理人員人

力，以滿足同學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