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華技術學院 100 學年第二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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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學費太貴。 
機電一孝 

陳彥麟 

本校學費均經報部核銷且多年未調整，同學也

可以透過，可能的各項管道申請助貸或減免。 

問題:同學反應行政人員服務態度不夠完善。 

建議:建議行政人員語氣完善。 
財四忠 

於行政會議時令，再建議各單位主管注意應對

時應有禮節與口氣，避免同仁語氣不佳 

為請敘述哪一處室，則可以更明快的處理。 

學校在訪視科大前有公布大掃除，但想請問是否無訪視

就無「大掃除」？那灰塵推的那麼厚，並且進校至今從

無看過此例，這不叫學生想說做作有難吧！ 

再者學校也未提供清潔用品那要怎麼清潔？學校今天

是因訪視而大掃除嗎？ 

資二 B 

張讓晉 

當客人來家裡前，是否會打掃，不覺得做作。

應該做的是基本道理，把教室當作自己的家，

美位老師、同學愛護空間。 

學
務
處 

問題:社團運作設備不齊全，沒有良好的設備提供        

    實作為什麼社團滿了就不能選? 

建議:社團本來就要選自己喜歡的，哪有說滿了就 

    不能選? 而且選了自己不喜歡的，學習向壓力也很

低。本校如果要設定社團點數，應要做好”興趣”

考量。 

觀一孝 

李玫萱 

本校社團分為學藝、服務、康樂、體育和綜合

自治性五大類，約 57個社團，提供同學多元

化的選擇，每學期初開放社團資訊系統重新選

社，為維護社團教學品質，所以限制社團上限

人數，蒙校長支持提高社團設備獎助款補助社

團評鑑績優社團請購設備，己積極陸續增加社

團功能性。 

問題:酷遊卡廠商太少時間限制太短。 

建議:多加有效的廠商如：麥當勞 
國三忠 

酷遊卡以每年一簽約付費使用方式合作，廠商

實用性不佳。側面瞭解麥當勞無特約廠商機

制。現階段以校友會簽署特約廠商方式提供師

生特約折扣服務，如有合宜廠商歡迎老師同學

協助詢問並建議校友會作為簽約之參考。 

問題:學校餐廳重複性高且不好吃。 

建議:請老師們先試吃看看好不好吃。 
國三忠 

衛保組主要定期對於餐廳進行衛生、食品安全

進行督察，至於餐廳菜色部分，衛保組可代為

轉達餐廳業者，也建議同學直接跟業者提出反

應。 

問題:有些人把通往吸煙區的樓梯當作吸菸室請問 

在 5樓上課的學生都在吸二手煙嗎? 

建議:勸導警告。 

國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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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教室髒亂(仁 46) 。 

建議:整理。 

觀一忠 

李伯霖 

教室持續有工讀時數服務同學及環保工讀生

在打掃，會加強整潔工作。 

問題:右任樓有點遠，下班回來怕趕不上門禁。 
觀一忠 

黃宛婷 

23:30 門禁在各大學算是較晚的，若下班趕不

回來，也可以電話先連絡，不用騎太快以免肇

事。 

下學期列入考量，以安全為原則。 

問題:女生回宿時間可否拉長，若打工就些許麻煩。 

建議:時間拉長或與五專生分開。 

觀一忠 

張嘉穎 

問題:上學期相關入學獎學金發放時間太慢，有的 

都等到學期末才領到。 

建議:希望本學期發放作業時程能快一點。 

工一忠 

姜沛良 

本校入學獎學金發放依實施要點規定為每學

期第十三週起開始陸續發放，請同學注意網路

公告，詳細入學獎學金相關辦法請至招生中心

洽詢。 

問題:學校餐廳漲價，飯變少。 
機電一孝 

張峻銘 

衛保組可代為轉達餐廳業者，也建議同學直接

跟業者提出反應 

問題:桌球社社長說不繳交社費，就不給予認證。 
機電一孝 

張峻銘 

社團運作依社團組織章程訂定執行，各社團不

一，社費繳交乃社員之義務，敬請配合。 

 

問題:學生會設備目前放在綜二館，每當需辦理活動

時，就必須從綜二館將舞台設備搬運至大華樓前廣場。

希望學校是否可以提供一個位於大華樓的空間，擺放設

備。 

子四忠 
仁愛樓 1F教室，本沒按程序申請，已於課指

組組長討論重新檢視放置空間。 

教
務
處 

問題:學分費用過高。 

建議:因經濟蕭條，希望學分費調降 
國三忠 學費依教育部收費標準辦理。 

問題:Marco 老師不準時下課，侵占我的時時間兩堂課

中間不給休息，不讓學生上廁所，兩堂課下課後也

商英三 B 

葉穎臻 
請 Macro 老師準時上下課 



拖時間，我們都在打工這樣趕不到公車，我怎麼上

班呢?被扣全勤誰負責? 戲劇公演又佔用，我要上

班金錢壓很。 

建議:準時下課請勿佔用課餘時間。 

問題:學生證功能性不佳。 

建議:多加悠遊卡功能與特約廠商福利。 
國三忠 學校列專案研究這個方案 

問題:課程重複而且為必修(原五專插四技)。 國三忠 已修正課程規劃並請教師改變上課內容 

問題:本系在第 5週系週會時由系主任親自頒發上       

     學期智育前 3 名獎狀，第一名有 2位同學吳 

     國鼎及葉志強、第二名一位為張晉豪、第三 

     名為呂家豪。但第 8周領取獎學金時，原本 

     的第一名吳國鼎卻領第 2名獎學金，原本第 

     二名領的是第三名獎學金。學校前後作法頗 

     值思量。 

建議:請學校按實際名次重新頒發獎學金。 

電二忠 

蘇煜傑 

獎學金發放是依據「大華技術學院學生獎學金

實施要點」第四條:智育獎學金全校每班錄取

三名為原則，如學期成績總平均同分時依智

育、操行成績優先排序，如第一或二名遇智

育、操行同分時，則下一名從缺。 

總
務
處 

問題:校車才做 10分鐘，為什麼會付到終點來算，而且

沒坐位(有時)。 

建議:按距離算錢或比照公車的票價算。請定期檢查車

證。 

國二 A 

學校校車外包給遊覽公司，無法比照公車計算

里程，若里程很短建議同學可選擇新竹客運，

且學生乘座客運車有打折優惠，車班亦多 

問題:希望大華樓三樓電梯可以開放?因為有時去 

生輔組非常不方便。 

建議:開放大華樓三樓的電梯 

國二 A 

大華樓是本校行政大樓，為節能故 3、4 樓暫

不開放，學校教職員搭乘該電梯亦同，請同學

多利用忠孝、仁愛樓電梯。 

問題:校車停車場的地板有許多沙子及坑洞。 

建議:希望可以重新補過或想辦法補修。 
國三忠 近期天氣轉晴將盡速修補。 

問題:校車停車場的停車格太少，並且不安全。 

建議:重新規劃停車格以及架設攝影機 
國三忠 

D 區停車場汽車格確實不多，機車停車格常有

空位夜，學校免費供學生停車，因無收費請同

學自行做好保護愛車動作。 

問題:校車做到六家和新庄子價格相同，明明六家 

才 15 分鐘卻要付和新庄子相同的錢。 

建議:價格因距離的不同有不同的子價格。 

國二 A 
例六家及竹北 9200 元，新莊子 9700元價格不

同，若距離近盡量搭客運。 

問題:校車可不可做單程的? 

建議:做往學校，回校則不搭校車，或回家才做校 

車。 

國二 A 

學校校車外包給遊覽公司，無法賣單程車票，

若里程很短建議同學可選擇新竹客運，且學生

乘車有打折優惠，車班較多 

問題:同學反應，明新科技大學第一學期停車收費 

為 900 元，但本校汽車為 2500 元 機車 0 元 機

車 500元。 

建議:建議收費標準做說明。 

財四忠 
本校白天均未收費，同學所指 2500元為附近

村民自行興建之停車場 

問題:定一樓(劇場教室)味道臭太潮濕。 

建議:除濕。 

觀一忠 

吳珮 
請系上常好天氣時將窗戶打開可改善霉味。 

問題:宿舍設備有點老舊，擔心學生的安全 

(右任樓)。 

建議:改宿舍及建設更新。 

觀一忠 

張嘉穎 

新建宿舍工程已規劃設計申請中，學校已注意

到此問題。 

問題:宿舍常之停電。 

資二 A 

曹哲寧 

陳柏樟 

李東機 

學校宿舍較老舊，男宿 5 樓電線因屋頂防漏時

廠商誤鑽到電線，造成跳電該問題已改善。 

問題:上課空調可以開了嗎? 

建議: 25度 C請開冷氣。 

商英一 A 

楊晏甄 

室溫若再超過 28℃以上即開啟中央空調主

機。 

圖
資
中
心 

問題:圖書館二樓數很吵。 

資二 A 

古育誠 

徐揚勝 

游詠鈞 

圖書館二樓數位多媒體學習專區使用者眾，我

們早已發現使用者吵鬧的問題，除多次當面口

頭勸阻外，亦曾因此暫停一周開放該區以進行

設備維護與檢修。我們仍會持續不定期巡邏及

加強管理，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問題:忠孝樓網路太慢。 
資二 A 

黃紀維 

因為行動上網人數大增，遠遠超出原有設備容

量，圖書處已著手新設備的規劃及採購。 

問題:3/26(一)我們幾個同學去圖資中 4F(視聽中心)想

租包廂，我們在翻閱影片，然後去借的時候外面

保護殼開不起來，就說都是我們在翻書冊查閱影

片，被罵用電腦查那學校就不要用書本查通通改

成電腦，學校提供如此好的地方但這種態度讓人

很不舒服。 

建議:改善態度。 

商英三 B 

葉穎臻 

圖書館四樓視聽中心部分影片有加裝防竊保

護殼，以避免不肖使用者偷取其中之光碟。因

為保護殼會阻擋光碟影片之封面或說明，故建

議讀者找尋資料時多利用檢索電腦，以免增加

管理人員之困擾。至於管理人員態度問題，我

們會再加強訓練，以改善服務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