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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系主任與班代有約」座談會意見處理表 

序號 反映系所 反映意見 處理單位 單位回覆 執行狀況 

1 化學系 

學生印成績單收費問題，申請成績單應該

是學生的權利？建議是否可以每位學生有

幾次免費申請成績單的額度，超過再收費

較合理。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  

本校每學期均郵寄當學期成績單予學生，學生得至聯合

行政服務中心加蓋學校戳章以茲使用。如學生有額外成

績單的需求，因本校成績單有防偽設計，材質與一般紙

張不同，考量材料成本，且參考優久聯盟大學各校均酌

收費用，故予以酌收工本費。另外，為服務畢業校友求

職或升學等需要，每位學生畢業後即享有5份免付費之成

績單。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 化學系 
門口及校園多處噴水池都未使用，下雨積

水時都在養蚊子，容易導致登革熱。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校園內設置噴水池前奉指示為節約用水學校有舉辦大型

活動時(校友日、畢業典禮等)才開放使用，目前已要求清

潔同仁加強清掃，尤其在雨後針對落葉及積水應儘速處

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3 化學系 
學校網路不穩定，老師上課時，常有電腦

跑不動或是斷線問題。 
資訊處 

資訊處回覆： 

經查地點為理學101講堂，該講堂網路經測試連網狀況正

常，研判可能疫情期間國內外學術網站針對安全性迭有

調整影響，若有類案請立即反應本處調整。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4 資管系 
本系系館平時上課蚊蟲較多，常常於上課

時間師生被叮咬，希望能協助處理。 
環安中心 

環安中心回覆： 

資管館後面有排水溝，4/15已請廠商加強水溝與樓館周邊

環境消毒。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5 資管系 
經同學反應，系館大樓廁所裡蚊子屍體

多，請協助處理。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已要求清潔同仁加強打掃，如同學再有發現樓館廁所不

潔情事，請聯絡張貼於廁所門口之督導同仁立即改進。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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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心理系 

學校長期把體育館外借給其他單位，侵犯

學生權益，系隊校隊練習可能都還要到外

面租場地，但明明都跟學生收體育場使用

費用了。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 

本校場地租借流程與辦法全依「中原大學場地借用收費

標準表」與「中原大學各類場所借用辦法」，依法辦理。

體育館使用時段皆按往年循例劃分使用時段，按總體開

放時段統計，並沒有太大變動。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7 心理系 

學校體育必修到大三，在台灣的大學中實

屬罕見，且六學期皆為零學分課程。每個

學期都直接浪費掉兩堂課的時間修零學分

的課，對學生課程規劃不易。(學生會有在

調查對體育課的看法。)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 

感謝您的意見，為讓學生修課更具彈性，學校已預計在

111學年度開始，將體育課程由「1至3年級」修正為「1至

2年級」之必修科目，且為充分保障學生權益，自111學年

度起適用於學士班在學學生；體育室另將新增開設選修

之體育課程，供學生選課修習，每周授課2小時，及格者

給予2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8 心理系 
運動場後場之籃球架籃框和前場排球場排

球網有破損情形。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 

感謝您的提醒，本室已派員檢核過，並於3月完成替換，

園區外場場地平均兩週會進行現場檢核，並進行替換。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9 心理系 

請問為何麥當勞沒有跟星巴克一樣能夠提

供本校學生折扣呢？是否能夠爭取呢？謝

謝。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依照本校與麥當勞簽訂合約規定，本校教職員工生出示

證明有9折之優惠，唯套餐及特惠品除外，福委會會再要

求該公司依照合約規定辦理。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0 生科系 

前陣子生科館到活動中心門口路燈未開

燈，走道昏暗。另外，最近生科館大門也

未關(約凌晨1點多)，懇請校方注意校園安

全。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1. 有關生科館至活動中心門口路燈未開乙節，本組於

3/24凌晨接獲警衛通報後，當日即將故障排除，目前

使用狀況正常。(營繕組) 

2. 已請警衛加強夜間巡邏，對無人上課的教室電燈、冷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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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未關事件登記後協助關閉，樓館大門於警衛巡察時

協助關閉。(事務組) 

11 

國際商學

碩士學位

學程 

建請國際處多開發幾所歐洲的雙聯學位學

校。 
國際處 

國際處回覆： 

國際商碩學生目前可參與的歐洲雙聯學位合作計畫有： 

1. 與英國西英格蘭大學1+1碩碩雙聯 

2. 與法國蒙彼利埃商學院1+1碩碩雙聯 

3. 與法國雷恩商學院1+1碩碩雙聯 

惟自2017年與以上三校陸續建立合作以來，至今尚未

有學生申請參加並取得雙碩士學位。希望學程多多鼓

勵同學踴躍參與。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2 電子系 

My Mentor選課指導系統的歷年修課清單是

否能多加一個欄位，顯示個人的自由學分

還須修習多少或是已修習多少，讓學生能

清楚知道自己所修習的自由學分狀況進而

滿足畢業學分之規定。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 

感謝建議。My Mentor 選課指導系統於課程指引與推介工

具列中的以畢業學系課程為路徑功能，已設置非應修科

目表中規定項目，該欄位符合自由選修範疇內之課程，

即為自由選修課程。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3 電機系 
設計學院旁的機車停車場車位重新規劃後

車位變少，是否可以增加停車位子？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該機車停車場，當時即因車格太小，同學進出不易且易

發生碰撞產生糾紛，經學生會協調達成重新規劃共識，

並於110年寒假期間委商重新畫線，目前已無空地可增加

停車格。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4 
外籍不分

系學程 

大學部僑外生助學金的規定，目前仍有很

多同學不太清楚，也不知道要做35小時的
國際處 

國際處回覆： 

學生於入學前正式錄取信上皆已說明相關資訊，學生於

正式入學前基本上會透過錄取信得知相關訊息，入學後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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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請相關單位再次向學生宣導助

學金的相關規定。 

的新生手冊中亦有列舉申請獎學金之注意事項。未來視

需求考量加強宣導。 

15 企管系 

管理203的學校 WiFi(iCYCU)訊號很差、連

不到，課程中需要利用網路查資料，但因

訊號關係造成上課困擾，希望能改善這個

問題。 

資訊處 

資訊處回覆： 

本處已委商完成 iCYCU 基地台位置調整，目前位置已調

整於教室門口上方，測試已可增加溢波效果，惟因該教

室天花板採用金屬隔板，末梢訊號仍稍弱，敬請見諒。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6 財金系 

碩士班學生反應商學大樓3樓廁所很髒、蚊

蟲很多，以及都會有臭味飄出，學生有向

打掃人員反應過但似乎沒有改善。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本案經校部反映本組已於3月中旬責成該樓舒姓外包清潔

人員加強清掃，並教育訓練其廁所清潔重點，複經事務

組組長於3/23、3/30及4/6分別現勘查驗清潔已有大幅改

善，目前已委由外包清潔班長每日定期巡視各樓館廁所

清潔，如同學再有發現樓館廁所不潔情事，請聯絡張貼

於廁所門口之督導同仁立即改進。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7 機械系 
通識手冊提供電子檔即可，建議不需特地

印製紙本手冊給各班發放。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回覆： 

謝謝同學的建議！ 

通識手冊已有提供電子化的服務，若對電子檔有需求的

同學，可以至通識中心官網中的「通識活動訊息」查

閱；近年手冊電子檔，也可至本中心官網的「通識活動

成果」查詢。 

由於有部分人士仍對紙本手冊有需求，且近年因響應環

保已減量印製，會再將您的建議提至本中心的會議討

論。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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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工業系 

設計學院停車場，總務處先前已將通道兩

排機車格塗銷，但學生依舊繼續停放，導

致機車出入不便，甚至通行困難及造成機

車損傷，為考量停放需求，建議在原塗銷

位置，劃設「一排」停車格，並於西區停

車場加蓋雨棚，增加學生使用率。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1. 該處舊線塗銷不明將委請廠商再予加強塗抹，另將對

違規停車車輛協請警衛同仁加強巡邏貼單警告。(事務

組) 

2. 東區停車場(即設計學院機車停車場)已規劃作為設計大

樓新建工程案預定地，目前由設計學院檢討室內空間

需求，機車停車需求後續亦納入整體規劃。另增設車

棚屬建築行為，需申請建造執照，然東區停車場間既

成道路為建築線所在位置，依規定「臨接建築線或鄰

地界線者，應自建築線或鄰地界線退後三公尺以上建

築」，此亦限縮可建築空間，故現階段無新建遮雨棚之

規劃。(營繕組)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19 工業系 

總務處先前已就莊敬大樓系辦前廣場嚴重

積水狀況進行修繕，但前幾日大雨，仍發

生積水問題，請協助改善。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經數度現勘，廣場前柏油路面因樹根關係隆起而有局部

積水，將於近期修補柏油路面時一併改善，惟廣場鋪面

均未見積水情形，賡續追蹤管制，待確認問題後即辦理

改善事宜。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0 工業系 
校園內晚上常有逆向行駛，請總務處協助

加強夜間標示，以免發生危險。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1. 對於違規逆向行駛將請警衛同仁加強巡邏取締，同學

如發現有違規情事，請記下車號反映至總務處，經調

查若行為人係本校教職員工生將取消通行證資格，如

係外車將交由派出所處理。(事務組) 

2. 校園夜間照明係以人行通道為主，車輛夜間通行時，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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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燈照明應可符合所需，目前無增加車道照明之規

劃。(營繕組) 

21 工業系 
宗哲、人哲開課數量建議可以再開多一

點。 
校牧室 

校牧室回覆： 

會持續尋覓合適的宗人哲課程師資，儘量增加宗人哲開

課數。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2 國貿系 宿舍(男、女宿)門禁太嚴格。 學務處 

學務處(住宿組)回覆： 

學校宿舍主要提供學生舒適、安全、求學的環境，實施

管制措施係經由學生代表、師長、宿舍老師、家長問卷

調查等研商訂定，主要確保學生安全、學生自律及考量

學習環境，夜間進出時間已調整晚上12時至翌日06時並

管控進出次數、外宿申請及賦予學生宿舍服務委員會會

權限等，以培養學生自律；另建置科技指(掌)靜脈、紅外

線、監視器等設備，於夜間管制時間採取刷卡自主簽名

進出，以確保學生安全，明訂安寧時間、熄大燈、門禁

時間等以保障學生求學環境。 

111年4月7日防疫專區最新消息公告： 

近日國內本土疫情變化及校內確診個案通報增加，為降

低校園染疫風險並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安全，本校教職

員工(含兼任)及學生應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桃園

市政府衛生局及教育部發布之最新防疫規定公告滾動式

調整。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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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學生宿舍時須進行身分管制、體溫管制及佩戴口

罩；經宿舍核准有進出必要者或協助身心障礙之親屬

須實施簡訊實聯制。 

2. 學生宿舍24:00至翌日6:00實施夜間管制(只進不出)，

須依管理規定量測體溫並將量測結果填寫於紀錄本備

查。 

3. 進入宿舍量測體溫異常者 (額溫≧37.5℃，耳溫

≧38℃)，應立即掃描傳達室前之QR CODE通知衛生保

健組，並依其指示辦理。 

4. 未遵守上述防疫措施者，依本校獎懲辦法懲處。 

23 國貿系 
新改的廁所沒有蹲式，不論是對於疫情還

是有些不喜歡坐式的人都不友善。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新改廁所沒有蹲式馬桶係屬學校既定政策，目前尚無修

改規劃，如有疫情或衛生考量，宜於使用前以酒精擦

拭，可有效消毒。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4 學生會 

體育館─桃園雲豹隊與學生使用平衡： 

目前中原大學體育館是由學生繳交之體育

設施使用費進行整修，但在使用上學生並

沒有特別的優勢：像是若學生想要租借場

地進行賽事的舉辦，校方並沒有給予學生

相關的減免，但在最初體育設施使用費的

收取公聽中有特別提到若體育館修整完

成，學生進行相關租借時會有費用上的抵

體育室 

體育室回覆： 

體育館使用時段皆按往年循例劃分使用時段，按總體開

放時段統計，並沒有太大變動，有關場地費用確立有

「校內收費標準」，請參考「中原大學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表」與「中原大學各類場所借用辦法」，雲豹隊借用皆依

規定計價，在學生面的折抵皆依據借用辦法規定計價，

故學生會提出之疑慮恐有誤解。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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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因此希望校方在這方面上對於學生的

權益進行相關的保障。 

25 學生會 

體育設施使用費狀況公開： 

目前中原大學的體育館二館是公告暫停施

工，但體育設施使用費最初收取的起因有

部分是用於二館的增設，因此希望校方可

以公開體育設施的使用費同學們可以知道

該使用費的使用狀況以及保障同學們在此

的權益。 

會計室 

會計室回覆： 

雖因物價上漲及成本考量停建體育二館新建工程，但為

提供學生更好之運動環境，學校積極投入於原體育館主

館整建工程，含主館球場、空調設備、二樓看台、內部

空間、結構補強及屋頂鋼板更新等工程，108學年度迄

今，本校共投入相關經費達1億2,323萬5,035元，111學年

度另規劃運動場整修工程，含跑道及司令台等工程預算

1,200萬元。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6 學生會 

英文畢業門檻開放多國語言： 

本校有設立英語畢業門檻的限制，但隨著

科技的普及，英語不再是唯一的國際語

言，因此學生會希望校方可以增設多國的

語言當作畢業門檻的多元方案，以增加學

生之通過率以及尊重學生對於語言的學

習。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回覆： 

關於放寬其他外語語言為畢業門檻之可能性，也曾在相

關會議中有討論過，經學校高層與各院院長各方提出具

體意見整理重點如下：一方面目前國際仍以英語為主，

學生在校期間申請交換、出國進修…等等都需要英語的認

證，未來就業或繼續深造，英文能力也仍是最主要及基

本的需求。另一方面，其他外語種類眾多，能力認定的

標準也不一，目前無法有公平性的選項。基於以上兩點

原因，全校校級行政會議決議維持目前英文畢業門檻之

規定。同時，學校仍重視其他外語的發展，故訂定其他

外語獎勵金制度，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多多申請。語言中

心也設立多種語言輔導課程及外語檢定加強班等課程，

鼓勵並協助同學們在英文之外，也能擴展自己的語文能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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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多樣化。 

27 學生會 

教學評量公開透明化： 

教學評量為學生在學期末對於教師本學期

之上課內容，但學生進行填寫後相關分數

並沒有進行公開，學生會希望學校可以將

相關分數進行公開透明化以方便同學在進

行選課時可以有一定的參考依據以及達到

幫助教師進行課程調整的功用。 

教務處 

教務處回覆： 

1. 本校教學評量係提供授課教師能了解學生之學習回饋

及學習成效，以協助教師持續提升教學品質，並落實

教學評量不佳課程之輔導。 

2. 有關運用於選課之參考，建議學生於選課時，可參考

My Mentor選課指導系統提供之整合課程資訊，檢視個

人學習狀態及課程推介，選出最佳修習路徑，完整規

劃個人學習藍圖。另，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每年

均會出版選課輔導手冊，提供學生查閱在校期間之選

課、學習、獎勵金等完善資訊。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8 學生會 

學校停車位不足： 

學校內之汽車以及機車停車位皆有不足之

現象，因此希望校方可以針對此現象進行

改善。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本校及周邊機車停車位超過2000個，目前校區已無空地

可加設機車停車位。另汽車停車位亦因無空地可加設，

故開放學生停車數量有限，如同學駕駛汽車到校可停收

費之維澈樓地下室或第一停車場，繳費停車。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29 學生會 

公布確診同學上的課程資訊： 

近年因為疫情關係，若校內有同學確定染

疫，希望學校可以公布該名同學之完整足

跡(包含課程名稱、日期、地點等等)以利其

他同學做相關後續防疫規劃以及確認自己

是否有染疫風險。 

學務處 

學務處回覆： 

經111年4月15日防疫會議決議，學校已即時掌握所有確診

者及其接觸者，並於第一時間通知採檢及隔離。考量旁

聽生未能確實收到疫調通知，適時公佈確診者到課的課

程、時間及上課地點，也請全校專兼任授課教師確實進

行課程點名。目前學校自4月16日起已每日公佈確診人

數、日期、時間及校內足跡，以利足跡重疊者，做好自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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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健康監測。 

30 原專班 
信實基地環境雜草修剪部分，懇請校方支

援協助處理。 
總務處 

總務處回覆： 

請填具修繕單並詳細確切告知預計實作上課時間，本組

將委商配合修剪，以免浪費公帑。 

已處理 

處理中 

待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