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年度友善校園與人權環境調查 

建議事項暨會辦表 

序號 建議內容 處理情況 
會辦
單位  

1 

 

一 

1. 學生請教師長或行政人員問題時，希望給於

正確且明確的回應，不希望看到互踢皮球的

情形。 

2. 學校有些處室的職員說話態度應改善。 

1-1 平時宣導各單位釐清權責，本於權

責辦理，減少業管單位不明確而互推業

務之情形；遇有權責不明情事，由上一

級單位或秘書處介入協調。 

1-2 規範校務建言，如認定不屬於單位

業務而轉貼其他單位辦理，最多只能轉

貼一次，就得電話連繫，或進行協調，

避免單位間一再轉貼，引發民怨，且影

響辦理時效。 

1-3 遇有互踢皮球情事，請親自、電話

或校務建言，向秘書處反映。 

2.宣導師生具體明確(誰、何時、何處、

何事)反映態度不佳之行政人員，以便

要求改善。 

 

秘

書

處 

二 

1. 建議學校停車場、校園死角及校外停車場，

增設攝影機來預防有心人破壞或竊物。 

2. 希望學校增建停車場，增加校內的機車位。

校內停車位不足，在校外經常被拖車。 

3. 汽車是否可不貼 E-Tag。 

4. 教室的教學儀器、電器用品，報修後處理時

間很長，會影響學生學習。像是投影機影像

不清楚、白板壞掉。 

5. 建議學校將經費運用在更新師長們的電腦設

備與學校資訊系統的簡潔化。 

6. 看到別系所的資源，與本科系(電子)的差

別，希望學校能夠在經費及設備上達到平均

分配。 

7. 取消排球場後，感覺學生運動空間受到限制。 

8. 廁所建議提供衛生紙，更友善空間。 

1. 103 學年度由對號停放改為不對號

停放，已改善停車位不足的現象，

目前 A棟停車場有 2700個車位與 D

棟有 2000個車位，共提供 4700個

車位給同學使用，已經提供該空間

最大數的停車車格，目前都還有空

位，請有需要的同學至總務處事務

組辦理；如有感應不良狀況，請同

學將車輛騎至正門守衛室掃描，守

衛人員將協助更新貼紙。 

2. 總務處網頁設有公物、電腦、視聽

設備等報修系統，請同學上網報

修，以縮短維修時間。將再檢討報

修作業流程，盡快查明原因及維修

設備與設施。 

3. 本校礙於校地空間等因素，目前尚

無可利用空間或土地另行規劃籃

球場。 

4. 廁所放置衛生紙尚無此規劃。 

 

總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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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 建議學校有機制能夠懲處危害上課秩序的學

生。 

2. 學生應該自由學習和選課，必修課程排定過

多可能會阻擾發展。 

3. 建議選修課程機制應更彈性開放，並且尊重

老師的專業任課。 

1. 學校均希望同學能夠在安靜與良好

的環境學習，如有少部份危害秩序

事件發生，可請任課教師立即予以

糾正，同學間也可以先相互勸導砥

礪。若情節嚴重者請逕向校安中心

反映，立即處置。 

2. 各系在規劃課程標準時，均邀請業

界專家給予應修專業課程建議，以

符合企業所需之專業人才。各學院

亦已規劃跨院跨系學程，鼓勵同學

修讀第二、三專長，建議同學除了

本系畢業基本必要之學分外，能夠

多修其他系的學分，切勿將學分數

算得太緊，以免屆時學分不足無法

如期畢業。 

3. 各系在新學期開課前皆於上一學期

完成修課意願調查，以尊重大多數

同學的意願為原則開課。目前各系

皆無跨系學分限制，讓同學能依自

己的學習興趣選課。至於師資問

題，各系排課前會考量教師專長、

授課意願、沒有衝堂等因素，若同

學對於授課內容有建設性意見均可

與授課教師持續討論或與系主任反

映共同解決。 

 

教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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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教室的整潔，除了由清潔阿姨們定期清理。

同學們隨手將垃圾帶走或丟入垃圾桶，維護

良好環境，就可以讓大家有舒適的學習空

間。希望同學們作好資源回收，愛護環境。 

2. 宿舍悶熱冷氣不冷，希望溫度調低一些。希

望舍監可以協助學生向學校反應建議。有時

候舍監的說話態度不太舒服。為什麼宿舍換

室友要自強教育？ 

1. 敬請任課老師能於下課前 3至 5分

鐘實施「情境環保」維護工作，督

導值日生實施檢查及整潔工作，隨

時讓下一個使用的班級，能有一個

乾淨的空間。 

2. 宿舍冷氣下學期即將更新，屆時就

沒有這個問題了。學生向舍監反應

的問題，均會儘速向學校反應。有

則改之。宿舍指定室友要求回饋並

没有強制性（非自強教育），回饋會

列為重要參考依據。主要是完成該

動作需要考量電腦排位、床位數，

環境條件等多重作業因素；其結果

不一定能儘如人願。故要求提供回

饋主在明確表逹意願及強化要求目

的。 

 

生

輔

組 

五 

1. 希望學校有一個平台，公告獎學金的申請或

工讀的資訊，能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學生。 

2. 獎學金很久才匯進戶頭。 

1.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網頁內有獎助

學金與工讀資訊，路徑如下: 

(1)獎助學金公告：正修首頁/行政

單位/學務處/課外活組/承辦業務

專區/各項獎助學金 

(2)工讀資訊：正修首頁/行政單位

/學務處 

2. 獎助學金發放時間依各獎助學金

審核程序導致獎助學金發放時間

差異，若有獎助學金申請及發放問

題可至課外活動組洽詢。 

 

課

外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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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 學校應多鼓勵學生禁菸。 

2. 尊重學生在吸菸區吸菸，但在校園其他地區

吸菸、吐痰、丟垃圾...，建議應給予適當

的處分。 

1. 學校於新生入校時，利用新生健康檢

查，主動協助吸菸同學實施 CO檢測，

並調查戒菸意願，凡有意願者，均邀

請參加正修戒菸班。 

2. 每學年日間部固定開辦 2班正修戒菸

班、夜間部開辦健康戒菸團體，協助

有意願戒菸之同學戒菸。 

3. 為落實禁菸，本校已於 104年無菸校

園會議決議，將現行 3 處吸菸區，於

104學年第 1學期減為 2處。 

4. 凡在非吸菸區吸菸之同學，若遭教

官、師長查獲，一律記過乙次處分，

若遭高雄市衛生局查獲者，一律罰款

2000元。 

 

軍

訓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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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 建議公告學校的申訴管道讓學生知道。 

2. 建議能有一個校園人權環境 Email 信箱，供

建議及投書，更落實與助益學校人權名聲‧ 

1. 本校暢通師生溝通管道做法，例舉

如下： 

(1)班級會議：每學期辦理班級會

議，導師主持，各年級班級學生可

充分表達意見。經書面彙整建議事

項後，由學務處轉送相關單位處

理，並將建議事項與參考答覆公告

於學務處網站上。

http://eca.csu.edu.tw/index5.p

hp?pag_id=14 

（2）正修訊息網-校務建言：E化校

園為本校特色之ㄧ，學生有任何意

見，相關之單位隨時透過此平台提

出問題與建議。

http://cswbd.csu.edu.tw 

（3）總務處報修系統：本校總務處

設置Ｅ化報修系統，並分類為電腦

設備、視聽設備、公物及消防設備，

提供本校快速設備修繕服務。

http://general.csu.edu.tw 

（4）學生自治會-學生權益部：不

定期地主動蒐集各項學生權益事

宜，以適時地反應學生意見。學生

權益線上申訴建議系統，

http://sa.csu.edu.tw/sturai.ph

p 

（5）服務中心：專為學生做最貼心

之解答與服務，服務電話：

07-7358800 #9(總機)。 

(6)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申訴

承辦窗口是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申訴專線 07-7358858。 

2. 對學校事務之建議或疑問，請同學

多加利用上述管道，以盡快提供服

務與協助。 

學

輔

中

心 

  

備註：『友善校園與人權環境問卷調查』建議事項彙整暨會辦表，公佈於正修人權教育網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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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校師生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