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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師生有約-全校師生座談」 

會前各班建議事項 

回覆單位：總務處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資應二甲 男生廁所可以加裝隔板？(經

以電話詢問該生所指為弘業

樓男廁小便斗) 

經查建議弘業樓男廁小便斗加

裝隔板 1案，已完成增設改善， 

若有未盡完善之處，請逕向本

處營繕組反映(04-22195362)，

以利改善時效。 

2 會資一乙 排球場外場的樹可以剪嗎？

因為它常常卡球或是打到影

響球方向。 

本處事務組每年均會利用寒、

暑假實施校園樹木修剪，運動

場館亦列為修剪範圍，建議內

容在符合修剪規範內，儘量修

剪到以不影響打球為原則，並

列為下次寒假修剪作業事項。 

3 應日五甲

應中二 1 

中正大樓施工的部分 工人會

在學校抽煙 施工造成走廊路

線阻塞。 

1.本校「中正大樓前棟及奇秀

樓耐震補強工程」111/7/26開

工，預計 112/1/8完工。 

2.因本工程施作難度較高，工

項較複雜，造成工班總類繁

多。本工程開工前施工前協調

會議時，已要求廠商確實依本

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辦

理，進入校園全面禁菸，並簽

具「建立無菸校園環境廠商配

合事項說明書」，並要求廠商

於各工班進場時確實宣導本校

禁菸規定。惟，仍有部分工人

未能確實遵守，本處營繕組於

接獲通知時，即第一時間通知

廠商進行處置，爾後若有類此

情形，請即刻通知本處營繕組

處理，後續仍將確實要求廠商

配合辦理。 

3.中正大樓走廊施工圍籬造成

走廊路線阻塞部分，係基於安

全管理進行工區圍設，避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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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物或工料墜落彈跳傷及行

人，以確保師生安全，該工區

若提前施工完成，本處營繕組

將要求施工廠商提前拆除恢復

通行。施工期間，造成您的不

便，敬請見諒! 

4 護理二２ 同學反應民生校區機車可不

可以騎進來？ 

1.三民校區目前有 5處機車停

車場，分別位於三民路側門的

「資訊館地下室」與「中正大

樓後方平面」、「錦平街平

面」、「中技大樓 1樓」及

「中商大樓側邊臨時」，合計

約 1,666個機車停車格。 

2.民生校區現有腹地不敷使

用，誠敬樓前廣場為教職員工

生之汽車停車專區，校園內已

無餘裕空間可供劃設機車停車

專區，僅夜間 17:30-22:30開

放已申辦停車證之學生進入校

園停車。 

3.若有繳費的學生在申請時，

停車權限申請系統已事先載明

民生校區場地之限制條件，  

請同學們斟酌使用需求再行 

申辦。 

4.民生校區三民路、民生路周

遭公有道路旁、署立台中醫院

周遭及本校民生路段圍牆外側

之無遮簷退縮騎樓地等公共使

用區段，均劃有機車停車格，

本校學生可斟酌使用。另「民

生校區校園外部機車停車格分

布圖」（附件 1）相關訊息業

已公告於本校總務處網頁

（https://ga.nutc.edu.tw/p

/412-1021-12162.php），請

同學上網下載瀏覽。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2L3JlbGZpbGUvMTMxOTcvNzg5OTI1NS9lYzZkOGI5MC0yMWU3LTQxN2EtOTFiZS04NjRjNzhjYzJmYWIucGRm&n=44CM6Ie65YyX5biC5pS%2F5bqc6K2m5a%2Bf5bGA5aOr5p6X5YiG5bGA56S%2B5a2Q5rS%2B5Ye65omA5paw5bu65bel56iL44CN5pa95bel6Kqq5piO5pyDLemHjOawkeiqquaYjuacg%2BmAmuefpeWWri5wZGY%3D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2L3JlbGZpbGUvMTMxOTcvNzg5OTI1NS9lYzZkOGI5MC0yMWU3LTQxN2EtOTFiZS04NjRjNzhjYzJmYWIucGRm&n=44CM6Ie65YyX5biC5pS%2F5bqc6K2m5a%2Bf5bGA5aOr5p6X5YiG5bGA56S%2B5a2Q5rS%2B5Ye65omA5paw5bu65bel56iL44CN5pa95bel6Kqq5piO5pyDLemHjOawkeiqquaYjuacg%2BmAmuefpeWWri5wZG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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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中一 1 應中系課室在夏天時空調不

夠涼, 要清洗一下空調隔塵

網塊(經以電話詢問該生所指

為 3902教室)。 

1.有關空調不涼，已上報修系統

報修，請廠商維修。 

2.本處事務組已規劃於每年寒暑

假逐棟清洗冷氣機，以保持冷

氣效能及空氣品質。 

3.如果在上課期間遇有損壞狀

況，請至學校首頁/校內快速

連結/總務系統(設備報修系統)

報修，相關單位會處理及維

修。 

6 資管一 1 弘業樓一樓女廁、資訊樓 3F

男廁衛生有待加強。 

1.有關弘業樓廁所待加強部

分，已告知弘業樓大樓專職人

員加強注意並督促清潔公司確

實完成廁所清潔。 

2.如果再發現廁所不乾淨，可

來電告知本處事務組或是系上

行政人員，我們將會予以處

理。 

7 應中二 1 3903 教室的設備很破可以撥

一點錢買新的嗎？電子講桌

的投影機開關有時候會秀

逗，第一次開講桌會嗶但是

投影機沒反應，要開第二次 

電腦主機跟講桌開關不連

動，講桌關了電腦主機要手

動關。還有週末班電腦都亂

關，導致電子講桌故障。 

1.有關普通教室 E 化設備，本處

事務組已依設備使用年限，

編列預算逐年汰換。有關

3903 教室電子講桌，預定 112

年寒假汰換。 

2.經查報修系統本案應為 11 月 6

日下午有登記報修，經本校

駐點廠商於 11 月 7 日修復完

畢，故障原因為中控主機當

機，目前設備正常使用中。 

3.如果在上課期間遇有損壞狀

況，請至學校首頁/校內快速

連結/總務系統 (設備報修系

統)報修，本處事務組會即時

派人處理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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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回覆單位：民生校區學務組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護理三乙 繳交請假單的期限可以開放

變成請假當天~2 個禮拜內繳

交嗎? 

請假業務依據本校「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學生請假申請規則」

辦理之。規定明載如下： 

第三條請假手續規定：第四項

各類假別之給假，除生理假

外，均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除病假需於缺課後七日內完成

請假手續外，其餘假別均應事

先提出申請。 

受理單位是依規定辦理，感謝

同學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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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日語三甲 學生管理系統有一個「社團

申請」的系統，裡面的資料

已經很久沒有更新，而且點

「申請加入」後似乎也不會

有加入的申請傳送到社團這

邊，擔心會誤導新生以為在

系統上申請加入就是加入

了，請學校考慮是否可以裁

撤或更新此系統。。 

學生管理系統的「社團資訊」

及教師管理系統的「學生社

團」設置，源自於原本希望透

過線上作業快速提供學生或老

師有關學校社團活動的最新狀

況。 

但在實際上線執行這些年，各

學生社團基於社團本身執行理

念不同，認為線上雖然方便，

但社團同學更歡迎面對面交流

方式來迎接新社員的加入，又

或者線上社團活動申請或場地

借用，雖方便，但對於負責承

辦的課指組同仁來說，親自洽

借可免去同學可能因資料不齊

及說明不清來往的奔波，因此

學校雖提供線上平台，但各社

團基於不同需求，多半還是以

自行經營的網頁、臉書或 Ig 作

為與外界聯繫的方式。 

觀察各校於社團運作方式及與

學校行政部門互動，皆因學校

需求而不盡相同，課指組會與

同仁及部分社團再討論目前學

生管理系統「社團資訊」與現

行學生社團於線上運作搭配之

必要性，再予回覆。 

電算中心回覆： 

電算中心配合業務單位進行系

統需求協助。請業務單位提送

系統開發暨變更需求申請書，

再協助後續相關系統修改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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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資二 2 1.能否提供學校之社團成

員、社團幹部（社長除

外，社長已有社長證書）

校方開立之社員、幹部證

明，作為學生參與社團之

書面記錄？以提高學生參

與社團意願？ 若上述不可

行，能否請師長說明不可

行的原因？。 

2.相較於我們學校之學生人

數，實際參與社團活動之

學生，是否顯得過少？如

果社團之於大學教育是不

可忽視之一環節？是否有

辦法透過學校力量，讓社

團更加熱絡？（如設計社

團學分）。 

1.如果同學打開課指組網頁的

「表單下載」就會發現，課

指組原本就有提供社團幹部

或社團成員的活動證明，只

要申請者先上課指組網頁點

選「表單下載」、「社團幹

部證明申請書」後下載表格

填妥申請表，至課指組洽

辦。 

2.如果以現行同學參與社團比

例與過去相比，不單是我們

學校，全台灣各大專院校都

有明顯下滑之趨勢，雖然網

上有不少學校針對此問題，

研究學生社團與大學教育價

值的相關，但社會潮流及生

活型態改變，可能是現在學

生參與社團人數下滑的原因

之一，雖然也有學校如淡江

大學及台灣師範大學以所謂

社團學分或「社團人專業領

導培力學分學程」的修習，

欲提升同學踴躍參與社團的

動力，但因學生應修學分規

範牽涉範圍過廣，目前學校

未有類似之討論及規劃。 

通識中心回覆： 

社團為學生課外的自發性活

動，參與對象為本校全體學

生，日間部或進修部學生都是

可於社團活動推廣時的對象。 

本中心大一上學期規劃的核心

通識課程「學涯規劃」中有導

入社團的介紹，讓學生從大一

就對課內課外的學習生涯能有

初步的認識，鼓勵學生參與社

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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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雖有大學試行社團學分，

但從相關資訊了解，規劃與制

度尚未臻成熟下，仍需審慎評

估其可行性。 

 

回覆單位：學務處宿舍組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資日一 1 女宿熱水器壞掉沒修，希望

儘快處理。 

1.熱泵己順利招標完成，預定

12/2 交貨，已催促廠商盡量

提前。 

2.DE 區均為六人房，熱泵只剩

一台正常運作，要供 768人使

用，廠商建議女生樓層至其

他區洗潄，同學喜歡使用己

更新的 C 區浴室(AB 區尚未更

新)，為避免晚點名後集中洗

澡造成熱水供應不及，已強

力宣導同學分散時間至 AB 區

使用。 

2 日語三甲 班上有同學想詢問宿舍的熱

水壓縮機什麼時候會修好，

這樣洗澡有些不方便。 

熱泵己順利招標完成，預定

12/2 交貨，已催促廠商盡量提

前。 

3 應中二 1 1.可以把五專跟四技住宿生

分開嗎，要爬到三樓才能

搭電梯就算了，都成年了

居然還有門禁有點離譜，

要不然感應的至少放在一

樓吧，就像男宿那樣啊，

讓我們直接在一樓搭好不

好，反正宿舍缺點很多就

對了。 

 

 

 

1. 

(1)新生入住時，會盡量將五專

跟四技五專新生安排至 9 樓，

四技生安排至 6-8 樓。舊生部

分則會尊重同學自行找室友的

意願，不會強制將五專與四技

住宿生分開。 

(2)有關門禁問題，因住宿生多

以五專生為主，尤其一至三年

級相當於高中生，安全是重要

考量，門禁制度除了能杜絕外

人進入宿舍，強化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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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修繕一下 AB 區的浴室

廁所嗎，C 區已經是高級住

宅區了不用再修了拜託，

多看看 ABDE 區吧，不然人

都跑到 C區浴室洗根本就沒

有分區的必要啊，別的樓

層我不管但是至少 5樓要用

好，有看進去並改善的話

我會感恩戴德謝謝。 

也能讓學生學習控管時間能

力，而且宿舍是團體生活，還

是希望大家遵守規定。 

(3)有關電梯問題，因學生宿舍

大樓一樓為公共空間，非屬宿

舍組管理；二樓電梯口為住宿

管制口，也是主要出入口，不

適合擠在該處等待電梯，是以

從 3 樓開始搭乘，造成住宿生

不便深感抱歉。 

2.AB 區浴廁於 110 年即公開招

標，多次招標未果，加以因疫

情關係缺工缺料，已與總務處

討論解決方案，盡速完成發

包，以滿足住宿生需求。 

 

回覆單位：圖書館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護理三乙 因為有時要讀的東西多，所

以希望可以把背包帶進圖書

館。(經以電話詢問該生所指

為民生分館) 

親愛的同學您好: 

礙於民生分館館舍空間較小，

讀者閱覽座位數不多的情況，

分館早年是完全無法攜入任何

大小的書包提袋 (除筆電包

外)，我們在 107年 10月 1日起

已開放讀者攜帶 B5(26*19cm)以

內小提袋入館。 

這是我們在經過試辦和評估現

有座位及人力後，目前可開放

的大小，其餘大型書包、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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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袋等，可將需要攜入館的

書籍水壺等取出後，再將書包

等放置於館外密碼鎖置物櫃，

目的是希望儘可能減少個人物

品佔位、遺失及夾帶飲料食物

等風險，造成讀者的糾紛及環

境髒亂。 

2 資日一 1 我們知道視聽室的工讀生成

本很高，但視聽室對我們很

好希望能延長時間。圖書館

的冷氣開的低有什麼特別的

作用嗎？希望電腦安裝日文

打字。 

親愛的同學您好: 

圖書館視聽中心開放時間為週

一至週五 9時 30分至 17時。圖

書館也希望能將開放時間延

長，服務更多讀者。但目前學

校沒有相關的經費，可以支援

晚上 17 點到 21 點 30 分的工讀

生費用。非常抱歉。  

圖書館的冷氣均溫設定在 25

度。因為早上東面及下午南面

因日照溫度會較高。如果您坐

的位置較冷，建議您選擇遠離

出風口的位置，並攜帶外套保

暖。 

謝謝您寶貴的意見。 

3 資管一 1 開放 12F電影播放至 21:30(與

圖書館休館時間一致)。 

親愛的同學您好: 

圖書館視聽中心開放時間學期

間為週一至週五 9 時 30 分至 17

時。本館也希望能將開放時間

延長，服務更多讀者。 

但目前學校沒有相關的經費，

可以支援晚上 17 點到 21 點 30

分的工讀生費用。非常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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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單位：語言中心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護理二２ 同學反應通識語言課可否開日

文課？（像有越南語、印尼

語，但就是沒有日語） 

1.經查本校應日系、應英系、

會資系、國貿系、企管系開

設初級日語、貿易日文、初

級情境日語、中級情境日

語、高級情境日語等日文課

程，部分科系開放外系選

修，未開放者可填寫特殊加

退選單經授課老師同意就可

以修課。 

2.為避免開課課程重複，造成

教學資源浪費，本中心才未

開設日文課程。 

 

回覆單位:：電算中心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資應二甲 上機教室電腦可以升級嗎? 電算中心依據「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 112-117年度電腦專業教室

更新期程表」，三民校區 2307

自由上機教室預計 112年 8月辦

理汰舊換新。 

 

回覆單位：體育室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企管二 1 建議健身房可以全時段開

放。 

健身房目前開放時間為: 

1.每週一至週五中午 12點 10分

至 13點 10分。 

2.週一晚上 17點到 18點 50分。 

3.週二至週五晚上 17點至 17點

50分。 

其餘時段因為有上課之需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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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無法開放健身房使用。 

 

回覆單位: 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應中二 1 這學期的早掃幾乎都不擦

3903 的黑板，是什麼原因，

黑板每次來都很髒。 

有關早掃部分，本學期已改成

讓班級投票選擇早掃或午掃，

這學期應中系一年級時段為午

掃，故請同學們相互體諒並共

同維護校園整潔。 

 

回覆單位：員生消費合作社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應中二 1 我覺得學校應該要提供學

餐，畢竟一中街的餐費負擔

對學生還是蠻大的。 

數年前曾有同學提出類似建

議，員生社隨即著手規劃，找

到供應台中一中學生團膳的合

格廠商洽商，計畫每天中午提

供營養衛生的餐盒在校內販

售，採取預購及零售同時進

行，希望能提供同學方便實惠

的服務。 

該團膳供應商聘有營養師、衛

生管理人員等專業團隊，採中

央廚房生產，以專有的車隊配

送餐盒，產品之檢驗、食材登

錄、產品投保產品責任險等，

均符合各種食品衛生及學校團

膳的規定要求。 

但是當時本校衛保組以「學校

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

管理辦法」，要求員生社必須

聘任專職的營養師督導餐飲衛

生業務，否則不得在校內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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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當。 

員生社實際為外購盒餐食品提

供員生服務，並無製作餐飲的

行為，且販售便當的微薄利潤

實在無法負擔聘任專職的營養

師，因此當時就取消計畫。 

如果衛保組可以「學校餐廳廚

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

法」第八條，”學校餐廳業務

採外製方式、外購盒餐食品或

團體膳食者，廠商應聘僱具第

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資

格之一者，擔任餐飲衛生督導

工作”解釋，免除員生社需聘

僱專職營養師的要求，員生社

可以再重新評估前述計畫。 

學務處衛保組回覆： 

多年前本校曾於女生宿舍設置

校園學生餐廳，惟業者在面臨

外在商圈之高度競爭無法持續

經營而停辦。於校園內建置餐

廳確可較嚴謹的把關廠商於食

材之選擇、營養衛生兼顧之優

點，但業者是否能持續經營、

和建置與否仍須考量整體校園

之需求與規劃，非單一處室所

能決。 

經洽詢教育部綜合規劃司餐飲

業務承辦人表示，如設置學生

餐廳或提供樣態為自助餐、盒

餐、便當者，應確實符合學校

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

管理辦法及大專校院餐飲衛生

管理工作指引相關規定，以確

保校園食品安全。若能符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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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範或不適用，方可販售。 

 

回覆單位：語文學院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資日一 1 設備希望修繕速度能加快，

希望 3402教室能安裝日打。 

1.有關建議「設備希望修繕速

度能加快」事宜，經請該班

導師向同學確認，係為 3402

電腦教室之電腦設備。經向

管理單位應英系洽詢表示，

3402 教室設備若有損壞需修

繕，該系皆會立即聯絡工程

師到校維修，唯工程師負責

區域包括全校各區及校外，

需安排時間再依先後次序處

理，實無法隨報隨修，請同

學善加理解包涵。 

2.有關建議「希望 3402 教室能

安裝日打」事宜，經向管理

單位應英系洽詢表示，再向

工程師確認後，該教室原本

即裝有內建日文打字系統，

唯近日不知何故無法啟動切

換使用，致使日文課老師每

次上課前皆須請同學另行再

安裝日文打字軟體(因有還原

卡，故每次上課前皆須再裝

一 次 ) 。 本 案 業 已 於

111/11/22(二)由教室管理單

位應英系請工程師來校維修

並解決，已無須再於每次上

課前請同學安裝日打。 

3.日後同學若發現 3402 電腦教

室設備有故障或有問題，煩

請即時向管理單位應英系反

應，該系原則上皆會儘速給

予協助或立即聯絡工程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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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時間到校修繕。 

 

回覆單位：保金系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保金三 2 7707 教室喇叭音頻出現不適

雜音頻率極高，同學老師在

上課都覺得影響到上課品

質，幾乎是沒辦法專心上

課，擾人音頻對耳朵非常不

舒服，問題已經持續超過一

年，完全沒有任何改善，強

烈建議改善這間教室的麥克

風設備。 

保金系辦接到通知後，已於

11/21 聯繫廠商，11/24 廠商到

現場勘查後，立即將麥克風設

備拆機送修，預計十個工作天

完成維修。保金系辦另已採購

全新的移動式麥克風，送修期

間學生可至系辦借用，以方便

授課教師使用，亦以維護學生

的修課權益。 

 

回覆單位：企管系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企管二甲 企管系辦的簡訊通知，可以

精確一點並即時更新，有次

簡訊傳說因教室整修所以要

更換上課教室，結果當天時

原教室已整修好，所以造成

工讀生及任課老師及同學不

知道要去哪一個教室上課的

困擾。 

已與工讀生確認過，原教室當

天還在進行電腦的汰換，因此

將貴班級的課程改至其他教室

上課，關於不知道去哪間教室

一事，系辦在 2022/10/06 傳簡

訊通知老師，並在 2022/10/12

上課前再傳一次訊息，通知班

代的時間則為 2022/10/06 內容

皆為「老師(班代)您好，企管

系辦通知，請班代轉告同學，

因商學院汰換新電腦，因此

10/21 企二甲網站架設與經營實

務上課教室改到 7303 上課，並

請 於 上 課 前 至 會 資 系 借 鑰

匙。」 

因電腦教室整修係由商學院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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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系辦收到商學院通知

後會轉發各班級，加上整修時

間會因整修情況而有所變動，

中間恐有時間未能銜接之狀

況，建議之後若有類似情況，

可先行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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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師生有約-全校師生座談」 

會中各班建議事項 

回覆單位：總務處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學生會 

代表 

全校一般教室的電子講桌

與課桌椅是否有設備更新

的計劃？中商、弘業樓等

等。 

電子講桌：本處在 106 年已規劃逐

年汰換三民校區普通教室

電子講桌並編列預算，自

107~111 年已汰換普通教

室 91 間電子講桌，另未

汰換普通教室，依其規畫

訂於 112 年寒、暑假全部

汰換完畢。每年寒暑假會

檢修普通教室 E 化設備，

上課期間如有損壞可至總

務處報修系統報修或利用

教室 QRcode 報修，本處

事務組會盡速處理。 

課桌椅：本校課桌椅自 106 年起依

其使用狀況逐棟汰換普通

教室課桌椅，目前已汰換

完畢，每年寒暑假也會檢

修教室課桌椅，上課期間

如有損壞可至總務處報修

系 統 報 修 或 利 用 教 室

QRcode 報修，本處事務

組會盡速處理。 

※以上汰換規劃時程詳如(附件 1)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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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換普通教室電子講桌(含電腦)規劃表 

年度 

電子講桌(含電腦) 

中正大樓

(41台) 

中商大樓 

(25台) 

翰英樓 

(36台) 

昌明樓 

(5台) 

弘業樓 

(15台) 

中技大樓 

(13台) 

107 

(16 台) 

5樓(8台)      

6樓(8台)      

108 

(25 台) 

2樓(1台) 3樓(5台)     

3樓(4台) 4樓(3台)     

5樓(1台) 5樓(4台)     

 7樓(4台)     

 9樓(3台)     

109 

(17 台) 

  1樓(6台)    

  2樓(10台)    

  3樓(1台)    

110 

(31 台) 

  3樓(9台) 2樓(4台) 6 樓(5台)  

  4樓(10台) 3樓(1台) 7 樓(2台)  

111 

(16 台) 

 

    7 樓(1台) 4樓(2台) 

    8 樓(3台) 5樓(4台) 

     6樓(2台) 

     7樓(4台) 

112(寒假) 

16 台 

8樓(1台) 4樓(3台)   5 樓(3台) 3樓(1台) 

9樓(4台) 8樓(3台)   8 樓(1台)  

112(暑假) 

14 台 

7樓(10台)      

8樓(4台)      

年度 

電腦 

中正大樓 

(41台) 

中商大樓 

(25台) 

翰英樓 

(36台) 

昌明樓 

(5台) 

弘業樓 

(15台) 

中技大樓 

(13台) 

113(16 台) 16台      

114(25 台) 6台 19台     

115(17 台)   17台    

116(31 台)   19台 5台 7台  

117(16 台)     4台 12台 

118(30 台) 19台 6台   4台 1台 

1. 電子講桌內電腦原則依使用年限(6年)到期時汰換。 

2. 電子講桌內控制面板、影音矩陣切換器、擴大機、數位音頻處理機、螢幕架，事務組備有備

品，依其使用狀況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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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換三民校區普通教室課桌椅規劃表 

年度 

課桌椅 

中正大樓 中商大樓 翰英樓 昌明樓 弘業樓 中技大樓 

106 43間      

107   36間    

108 

(寒假) 
   7間 17間  

108 

(暑假) 
 27間     

 中技大樓 昌明樓 弘業樓 翰英樓 中商大樓 中正大樓 

113 13間      

114  7間 17間    

115    36間   

116     27間  

117      43間 

3. 三民校區中正大樓、中商大樓、翰英樓、昌明樓及弘業樓普通教室課桌椅已於 106-108年汰換

完畢。 

4. 中技大樓目前課桌椅狀況良好，評估尚無需汰換。 

5. 各棟大樓課桌椅皆有備品，如有損壞報修，辦理汰換。 

6. 113~117年度汰換時程依據普通教室課桌椅學生使用狀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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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會資二 2 強迫學生參與社團活動 

前提:目前學校有 5 個社團以

上，社員人數皆在 4人以內，

校內學生也多自認中科大整

體校風，學生對於課外活動

這一領域較為冷落。 

建議:服務學習組有強迫大一

新生每周有一天需 7:20 到學

校打掃，學生就在想，如果

是以教育目的來看，強迫學

生參與多元社團活動能起到

的教育功能，會比強迫學生

到學校掃地來得高得多。並

且據學生所知，中科大內的

運動性社團，擁有國手級的

社團師資。若是世代變遷，

使當代學子更傾向於在網路

世界尋求娛樂，而冷落實體

課外活動、閒置精良師資與

學校資源，學生覺得此時就

需要學校政策之強制力量介

入，促使學生接觸實體活

動，促使學校資源的效率最

大化，與學校所蘊含的教育

意義最大化。 

補充:強烈建議師長實際調

查，學校所有社團運作情

況、人數，以得證學校課外

教育這塊之推行效率。 

美國麻州大學史美瑤老師曾在 

「評鑑」（第 44期，102年）期

刊，發表一篇名為「教大學生

「如何學」 及培養「德智」與

「情智」」的文章提到，學校

的養成教育向來以教導學生知

識的取得與累積為主，及指引

朝向所期望的方向。然而，Fink 

（2003）在「創造有意義的學

習經驗」一書中卻主張，，大

學教育應該是整合性的學習設

計（integrative learning），除了

提供學生學習機會及學習技

巧，也應該讓同學在學習過程

中感到快樂。大學教育應該讓

學生為自己的學習成就感到驕

傲，及獲得自我的成長機會。    

換言之，課外活動處於大學教

育中的一環，學校創造良好的

課外活動平台及硬體環境，提

供也協助同學另一學習環境及

學習技巧，但同學也應嚐試學

習如何自我成長，根據自己的

興趣，發覺、分享自己的領

悟，吸引更多同好加入你的行

列，而不是如同高中時代，要

求每一位同學必須選擇一個社

團加入，以滿足制度所需要的

課外活動學分。 

如許國輝先生在「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路新聞，一

篇「少年仔，在你思考過念大

學的真正意義之前，請別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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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踏入大學」（2017）文章，

大學的真正意義在於它培養你

縝密的邏輯思維，訓練你獨立

的思辨能力，它也栽培你多元

的專長興趣，在積蓄足夠的學

習動力之前，你應該做的，或

許可以先從尋找人生的目標和

興趣開始。供你參考。 

 

史美瑤（ 2013 ），教大學生

「如何學」 及培養「德智」與

「情智」，評鑑，44,38-40。 

 

Fink, L. D. (2003). Creating 

significant learning experienc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designing college course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許國輝（2017），少年仔，在

你思考過念大學的真正意義之

前，請別輕易地踏入大學，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址：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

cle/58529 
 

回覆單位：電算中心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英語五甲 1.美國蘋果公司有提供免費

教育帳號供學校單位申請，

包含 IClOUD雲端空間

200GB，因使用蘋果裝置的

師生愈來愈多，且愈來愈 E

化，筆記與簡報很多，想請

學校去申請，這樣師生每個

1. 

(1)iCloud 200GB為開放給教育

機構使用的，教育機構可以透

過 Apple School Manager(簡

稱 ASM)設定管理式 Apple ID

給教師或是學生使用，而這個

管理式 Apple ID在使用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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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都有 200G的空間，容

易備份筆記照片影片等等。 

 

 

 

 

 

 

 

 

 

 

 

 

 

 

 

 

 

 

 

2.學校每年都會報廢汰換電

腦以及筆電平板等，只要

12年內的產品簡單整理並

加裝記憶體與固態硬碟即可

輕鬆滿足日常使用需求，想

請問學校在報廢後能否提供

一些給清寒學生或身障學生

領取做使用或在報廢後取消

在採購網上架改在惜物網上

架供一般民眾下標購買。

(本項建議由總務處回覆) 

 

 

 

 

 

 

 

很多限制，不能從 App Store

下載應用程式、Apple Pay等

等。此外，並非所有學生都有

apple設備，且已購置之全校

性 Microsoft M365，每個帳號

有 1TB的雲端空間可使用。 

(2)Schoole Apple ID不支援以

下服務： 

a.App Store 購物 

b.iTunes Store 購物 

c.Book Store 購物 

d.透過 HomeKit 連接的裝置 

e.Apple Pay 

f.尋找 

g.iCloud 郵件 

h.iCloud 鑰匙圈（但可在

「共享的 iPad」裝置上儲

存與回復鑰匙圈項目） 

i.iCloud 家人共享 

j.Game Center 

其主要 apple的功能皆不支援 

總務處回覆：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物品管理

手冊」第三十二點規定，報廢

物品之保存期限，各機關應視

實際情形予以規定，但每年至

少清理一次。第三十二點第一

項規定，無法利用之廢品，但

仍存有殘餘價值者，得予變

賣。第三十四點規定，本機關

不能利用之廢品，而其他機關

或團體可予利用者，得作價或

無償轉撥供其再利用。 

電腦、筆電及平板等資訊產品

皆為本校已登帳之財產及非消

秏品，其報廢後，依規訂需每

年至少辦理變賣一次，另外，

依據財政部「各機關奉准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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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軟公司有免費提供

OneDrive雲端空間（指

office365並非買斷使用

KMS 授權之

Office2021/2019/2016/Win

10 等）給學校單位作申請

使用，目前得知訊息是在畢

業後半年會收回

office365，想請學校取消

此做法因為沒有限制申請數

量.並將權限從原本 A1升級

至 A1+,對了桌面版應用程

式更方便。 

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

第三點規訂，變賣方式以公開

標售為原則。建議事項所提

【惜物網】非屬法規認定之變

賣方式。 

3.本校與微軟所簽訂 112年全

校授權方案為 Microsoft 365 

A5；可下載於 PC、NB、iPad、

iPhone、或 Android設備使

用，其權限及使用範圍均較 A1

高。合約內 Microsoft 365 A5

使用對象，限全校現職教職員

工及在校生使用，故目前無法

提供畢業生使用。 

 

回覆單位：體育室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學生會 

代表 

運動會當天課程是否可以規

劃全部暫停。 

同學你好： 

運動會當天為本校校訂重要活

動。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決議

「停課不停學，建議參與校慶

相關活動。」不過當天是否上

課，還是以上課老師為主。體

育室主辦運動會活動，無權決

定是否全校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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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單位：國際事務處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流管二 1 請問外籍生的學費會比一般

同學高 2.2倍？而且學校除了

入學獎金之外其他的補助就

沒有外籍生可以申請的。外

籍生還需要配合一個禮拜只

能工作最多 20 個小時。因此

外籍生的生活費、學費會相

當困難。希望學校可以多一

些補助，像在校打工，或是

低消費補助，關注一下外籍

生同學。 

本校陸生及外國學生學費及雜

費依本國生收費標準 2.2倍收費

係教務處註冊組依據教育部外

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 21 條規

定：「外國學生依其就讀學校

所定外國學生收費基準，並不

得低於同級私立學校收費基

準」辦理。 

本校設有外國學生獎助金，提

供外國學生在學期間全額或半

額學雜費減免。此外，本校亦

有學生學行優異獎勵、研究生

學行優異獎勵，以及就學補助

急難救助金等獎勵與補助可以

申請。 

僑外生在臺工作時間之限制係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0 條規定：

「...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

為二十小時...」辦理。 

本校首頁下方設有「徵才公告

專區」之連結，公告校內各單

位徵聘工讀生、教學助理及研

究獎助等徵才訊息，建議學生

可隨時關注並積極應徵。 
 

回覆單位：創意商品設計系 

項次 建議班級 建議事項 處    理    情    形 

1 學生會 

代表 

1.由於陶藝教室前的櫃子不

夠用，商品設計系是否可

以增加有鎖的櫃子。 

 

1.礙於環安規定，走廊空間置

放櫃子已飽和。本系在 4009

設置共用空間，可供同學使

用。另普通教室亦有置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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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工坊對面的教室通風

不良，坐一下就滿身大

汗，無法好好做作品。 

2.已設置抽風扇改善通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