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次

反映問題

反映班級 回覆情形

1

希望學校多加開往汐止的校車。

行流二乙

2

希望學校機車停車位可以多增設。

行流二乙 學校無法提供同學大家都有停車位，請多運用學校交通
總務處
創設三甲 車及大眾交通工具到校。

3

學校網路WIFI太慢。WIFI訊號不穩。學校網路登不進去
(TNU WIFI)。

1. 仁愛樓目前有4顆無線網路基地台，, 之前因配合工程
先移除網路線，施工完畢後已重新接回。
營空四乙 2. 全校目前共計2台控制器、128顆無線基地台。除逐年
電算中
資科三甲 編列預算執行無線網路基地台更新以外，並改變認證方
心
室設四乙 式避免同學移動時需重新認證。
3.未來請同學發現無線網路使用上有問題時，煩請直接
與網路組連絡，電話為86625953。

4

忠孝樓廁所沒掛勾。

營空四乙 立即改善。

鳥籠裡面有些地方都會淋濕地板，讓人跌倒。

體育室:如果是球場靠場邊的部分，很容易因為雨勢太大
資科二乙 而淋濕場地。這部份很難去改善了，畢竟它是戶外的球 體育室
場。只能請同學要注意小心!

提供工讀機會多一點。

本校為使學生安心就學均編列相關獎助學金提供學生工
讀機會，惟近來因少子化影響，獎助學金亦不得不相對
資科二乙 減少，故請同學於學期前能主動告知系上，表達工讀意 課指組
願，並在所交付之任務上認真盡責，勇於任事，以培養
良好工作態度。

5

6

業管單

針對增設汐止線接駁車，學校刻正辦理需求問卷調查，
生輔組
俟完成資料統計後，另行檢討規劃辦理。

總務處

7

炎黃B棟601電腦因為課程需要開關機做設定，所以沒有
安裝還原卡，以致如果有同學設定出錯，將會導致下次
開機出現問題。這部分會請負責老師與廠商，製作相關
文件並協助同學進行狀況排除，讓同學在課程進行中可
以更順暢地使用電腦。
炎黃B棟606電腦確實老舊，因此執行效能不彰，惟有更
資訊系的電腦很舊很容易當機，有很多台設備也壞掉不能
資科二乙 新電腦才能解決問題。因為電腦教室是資訊科技系專業 資科系
用(炎黃B棟601、炎黃B棟606)。
課程進行的主要場域，目前602，604電腦教室還算堪用
，只是課程負荷太大，急需補強一間電腦教室，除分攤
其他教室的使用量外，也需要一間隨時可以作招生研
習、宣導與參訪體驗的電腦教室，希望學校能在這部分
全力給予資訊科技系支持，這樣才能同時解決招生及課
程的問題。謝謝大家。

8

工作室，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努力學習，希望可以有獨立的
創設三乙 會請院辦公室協調空間共用。
空間，不只可以互相學習也可以讓學生放置大型作品。

總務處

9

希望可以開放夜間電梯，提供給不方便的同學。

總務處

10

希望校園有郵局或超商可以方便寄送文件或包裹。為什麼 創設三乙 學校每年均有與各大超商協調進駐事宜，惟超商業者亦
總務處
學校沒有便利商店進駐。
室設四乙 有其商業經營考量，故至今仍未入校設點。

11

手機網路訊號不穩定，炎黃樓有收到網路，但從炎黃樓走
手機網路業務並非網路組職責，煩請同學與學務處溝
資管三乙
到四維樓訊號減弱甚至收不到。(各家電信都是)
通。

12

炎黃樓電梯時常夾人。

創設三乙 夜間學校需有門禁管制，多有不便請見諒。

機械二丙

電算中
心

請提供確切棟別，將派工程人員進行檢修，並請同學們
總務處
遵守搭乘電梯之規範。

13

INFO學習履歷，有“證照獎學金申請”及“畢業門檻證
明”兩個功能，他們是不一樣的！“證照獎學金申請”
供研發處進行證照獎學金審核、管理；在“畢業門檻證
學校的INFO系統無法互相配合，INFO上有低年級時考過
明”上傳證照並審核通過者才會出現在畢業門檻檢核
的畢業門檻專業證照的資料，卻在畢業門檻檢核表上沒有
表。在畢業門檻檢核表上沒有顯示證照，不代表你沒有
電算中
自動帶入沒有紀錄，那如果我的文件沒有保存，是不是叫 創設四乙 證照，也不是你在“證照獎學金申請”上傳的證照無效
心
我重考一次! 系統是不能更明確告知我們是否有輸進資料
或遺失。目前並無將兩個功能間資料彙整，故畢業門檻
嗎?
檢核表上如果沒有該筆證照資料，要請同學自己上傳。
未來會進行資料自動匯入，也就是說以後在“證照獎學
金申請”上傳的證照經審核通過後會自動匯入“畢業門
檻證明”。

14

二餐便當不好吃。二餐可以再好吃一點。

資科三甲 學校已對二餐廳外包商就種類、價格及衛生等各項問題
總務處
創設三甲 進行要求。

15

宿舍衛生不佳。

資科三甲

16

電梯等待時間過久。

資科三甲 建請同學們遵守搭乘電梯之規範。

總務處

17

吸菸區加蓋遮雨棚。

資科三甲 棚架有適法性考量，吸菸有害身體健康。

總務處

18

取消宿舍門禁。

資科三甲

基於住宿同學人身安全考量及宿舍管理人員掌握，現行
生輔組
宿舍門禁措施，確實有其必要性，請大家配合。

19

宿舍門禁太早。

餐旅一乙

宿舍現行門禁時間，係考量正確作息時間並配合每日晚
生輔組
間人員清查點名時間而定，已行之有年，請大家配合。

20

為什麼宿舍門禁這麼晚。

室設四乙

宿舍現行門禁時間，係考量正確作息時間並配合每日晚
生輔組
間人員清查點名時間而定，已行之有年，請大家配合。

21

為什麼炎黃樓A、B棟電梯這麼早關(6點) ;炎黃樓電梯太
少。

室設四乙 夜間學校需有門禁管制，多有不便請見諒，並請同學們
總務處
創設三甲 遵守搭乘電梯之規範。

要求環境清潔公司加強環境維護，另由宿舍自治幹部持
生輔組
續向住宿生宣導，宿舍環境衛生大家一起維護。

22

為什麼仁愛樓裝潢那麼醜。

外牆設計涉及校園建築整體規劃、都市計畫審議部分議
題及營建施工實務檢討等項目，且經專業技師檢討及會
室設四乙
總務處
議討論定案施工。總務處也收到老師及同學的肯定意見
，要請同學包容多元意見的反映。

23

學生餐聽環境很臭很髒有待加強。

室設四乙 本處會加強餐廳清潔工作。

總務處

24

申請汽車停車位要多審查資格。

室設四乙 本校已訂定管理辦法。

總務處

25

吸菸區圍欄拆掉，出入吸菸區都菸味。

行流三乙 吸菸有害身體健康。

總務處

26

忠孝105教室外常常有人在吸菸，不論晴天雨天都在忠孝
105教室外們有吸菸…..(少部分同學)。

室設四甲

27

校園整建很好，但建議讓學生參與討論，也須公告讓師生
意見整合不易，又有完工期限壓力等因素影響，日後會
觀光四丙
總務處
知道內容(範圍可說明)。
建立溝通管道。

28

草坪忽然出現、消失，請考量草坪適合區位。

29

學生候車空間改善(校門口等公車的地方)，建議有即時車
況資訊以攝影方式並用螢幕顯示提供給同學。(下雨天時 觀光四丙 將向交通局申請提供電子資訊或增設投射設施。
較方便有時躲雨會看不到公車)

總務處

30

先進樓往停車場通道照明不足、地面不平整 危險!

觀光四丙 請同學告知營繕組正確位置，立即修繕。

總務處

31

學校可考慮加建游泳池、手扶梯。

體育室:游泳池這部分必須學校的整體考量，體育室會建
總務處
觀光四丙 議給學校長官做考量。
體育室
總務處: 案件涉及層面多元，學校目前暫不考量。

32

校門口等公車的地方能加設遮雨棚嗎?

創設三甲 棚架有適法性考量，目前已增設二片翼牆遮風避雨。

總務處

33

鋼構停車場1樓會淹水(每逢下雨必淹水)。

營空一甲 請同學告知營繕組正確位置，立即修繕。

總務處

對於忠孝樓吸菸問題會要求教官加強巡查取締，如同學
生輔組
發現時可立即通知校安中心，會立即前往糾舉。

觀光四丙 謝謝同學的意見。

總務處

34

入學獎學金可以準時發放嗎?

註冊組 : 1.本校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獎勵方式與作業時間
均依相關規定執行。
營空一甲 2.依獎勵辦法說明：各學期獎助學金於學期結束前發給 註冊組
，本校發給獎學金時程排定為學期第10~11週之間，並
未有延誤之情事。

35

餐廳內應再增加入素食料理。

數媒一甲 學校已與二餐廳外包商就素食問題研商其可行性。

總務處

36

沒有汽車停車位。

機械一甲 學校空間有限，請同學多搭乘公車或交通車到校。

總務處

37

信義306教室電腦老舊。

機械一甲 每一年北區技能競賽比賽場地，何來老舊？

機械系

38

二餐早餐價格偏高。

學校已與二餐廳外包商就種類、價格及衛生等各項問題
機械一甲 進行討論，並請該廠商提出不同價格級距之餐點以供選 總務處
擇。

39

第一餐廳之價位相較學校周邊已偏低，打菜份量均較其
第一餐廳50元便當希望菜可以給多一點，也希望煮多一點
觀光三丙 他同類型餐廳為多，且白飯、例湯為吃到飽，感謝同學 總務處
很常12:30去買，菜都快沒了。
支持。

40

中正樓每層樓都設販賣機就不用下課還跑去豆仔。

觀光三丙 將於暑假期間提案進行評估作業。

總務處

41

早餐店人手多一點常常等很久。

觀光三丙 本處將要求二餐廳檢討人力配置。

總務處

42

外牆設計涉及校園建築整體規劃、都市計畫審議部分議
希望校方可以考慮設計系同學的感受，現在仁愛樓的外觀
題及營建施工實務檢討等項目，且經專業技師檢討及會
已引起很多同學的話題，也感覺現在比之前醜。希望校方 室設二甲
總務處
議討論定案施工。總務處也收到老師及同學的肯定意見
可以考慮換配色。
，要請同學包容多元意見的反映。

43

學校廁所可以放衛生紙嗎?

休管二丁 廁所外均設有衛生紙販賣機，請多加利用。

總務處

44

moodel的網站常常不穩，跑得太慢。

資管二乙 我們已經規劃增加硬體設備來提升效能。

電算中
心

資管二乙

四維404電腦教室設備規格是i5 CPU及8G記憶體，應該
算不錯的配備，我們將找出問題並改善。

電算中
心

45

四維406教室的電腦都跑太慢。

46

體育室:我們每學期都有辦球類的賽事，且都有公告於網
頁上。但有些球類是社團所辦的，就必須請課指組協助
公告了。
希望可以多舉辦一些球類比賽，也要公告給學生知道。例
課指組
表藝二甲 課指組:一、每年均已舉辦壘球、排球、桌球、羽球、籃
如:棒球、壘球、飛鏢、撞球、排球、桌球、羽毛球
體育室
球等比賽請同學多多參與。二、 將於社長大會鼓勵體育
性社團能多辦相關比賽及活動，以提升整體運動風氣，
鍛鍊學生強健體魄。

47

今年校內增設許多綠色草地，請問減少同學活動空間，增
每棟建築基地範圍內都必須要有規定的綠化面積，所以
加這些綠色植物是基於何種原因。(PS.草皮建設位置有待 電機四甲
總務處
綠化數量及位置都有規定。將改種較不需日照的草種。
重新評估，草都死一半了)

48

最近龍谷增設了一棟現代風格的鐵皮屋，請問有意規劃成
鐵皮屋為休管系計畫案教學場所。農場範圍未來將規劃
電機四甲
總務處
咖啡廳嗎?且周圍的農場都被打掉是有什麼樣的計畫呢。
為實習大樓新建工程案使用。

49

建議校內畢業門檻修正為擁有系上特定專業證照即符合畢
課務組: 專業證照之設計是希望電機系能協助學生於在
業門檻資格，非在校期間取得證照也要包含，例 : 高中就 電機四甲 學四年內取得含金量高的關鍵性證照，以提升學生就業 課務組
取得證照。
能力及薪資。而非同學高中就取得之證照。

50

課務組: 1.目前大一配合系上應修學分表有一般共同課程
能否同意目前的"觀光與生態旅遊系"或未來的"觀光系"，
，對於類似「職場體驗」課程：大三有「職場專業實務
觀光系
所規劃的課程內容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可以到"觀光現場"去 觀光一甲 實習」、大四「海外參訪」…等。2.同學多元學習課程
課務組
參觀體驗與操作演練?
可向系上建議。
觀光系 :希望學校能注視學生的需求本系全力配合。

51

課務組: 目前大一配合系上應修學分表有一般共同課程
能否同意我們每個學期18週課程，能夠有12週以上的時間
，實無法如同學意見：有12週以上的時間到"觀光現場"
觀光系
到"觀光現場"去做實地進行各種教學活動?例如到旅遊景 觀光一甲 去做實地進行各種教學活動。
課務組
點或觀光相關企業"參觀或訪問、體驗活動與操作演練"。
觀光系 :學校要留住學生還是要趕走學生要看學校的智
慧。

52

能否同意任一門課程的授課老師能否在"修課學生的同意"
的前提下，可以將多週課程合併在一次一日內的實施戶外
課務組: 為維護課程教學品質，「校外教學」各班需事
教學?例如 : 3學分課程安排9小時，相當3週課程安排在一 觀光一甲 先提出活動申請，核定後，只能抵1次課程教學。
日進行 ; 2學分課程安排8小時，相當4週課程安排在一日
觀光系 :希望學校能注視學生的需求本系全力配合。
進行。以提高校外教學效率與節約保險費用。

觀光系
課務組

53

課務組: 基於安全不建議於週末夜間為原則，餘依規定
能否同意"校外教學"可以依教學需求安排在平日或週末的
觀光一甲 各班得提出申請，核定後即可辦理。
日間或夜間?
觀光系 :希望學校能注視學生的需求本系全力配合。

觀光系
課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