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傳大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桃園校區
師生面對面溝通座談會(大一、大二)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5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會議地點：M104 會議廳
主 持 人：桃園行政處徐哲文處長
出席師長：桃園行政處陳克琛副處長、教務處顏昌明副教務長、資網處陳建伯副
處長、總務組黃金鵬組長、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林祐徵組長、圖書
館叢培瑜組長、林淑珍老師、學務組張和明組長、住宿服務組高台興
教官、課外活動指導組孫振豪老師。
列席人員：第一餐廳王經理、第二餐廳陳經理、桃園客運胡副站長、彭副站長。
記錄整理：黃馨銳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與會師長介紹：
（略）
三、 師生座談：

問題1.

選課系統於選課期間常因人數過多無法登入，希望能改進。

提問人：心理一甲、觀光ㄧ甲、資傳二甲
資訊網路處回覆：選課期間因連線人數過多造成系統無法負荷。建議同學善
加利用雲端選課系統。同時，本處會針對選課系統進行效能調校，
避免相同問題再次發生。
問題2.

希望學校 EE 棟、P 樓高樓層或 1、2 樓 Wi-Fi 能加強維護，因有
時網路訊號不穩，有使用不便之處。

提問人：應中二乙
資訊網路處回覆：同學在發現問題時，可直接至桃園校區 CC105 或台北校
區 F606 辦公室報修，以加速維修速度。
問題3.

可以重新審視一下每堂的點名制度是否有與學生的自主成為衝
突？

提問人：經濟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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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組回覆：為督導學生勤奮向學，依學生課業考勤辦法規定訂定「銘傳大
學學生課業點名實施規則」，任課教師依班級修課名單進行點名，
學生該節課未到課即以缺席論。
學生可透過網路即時查看點名資料，若遇誤點時，應於點名資
料鍵入日期後二星期內提出，可由任課教師上網更正。
問題4.

可以由四年的雙二一政策改為連續二一政策嗎？

提問人：經濟一甲
教務組回覆：為顧及學生學習的品質，同時減少因學業成績不良造成退學的
壓力，自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調整學生申請休學之截止時間為學
期結束前。同學若於成績公告後，得知成績已達二分之一學分不及
格，即可馬上辦理休學。此一措施應能減輕同學學習之壓力。
問題5.

建議下課時多幾班 137，有時候等了半小時還搭不了車，17:00 過
後更難搭。

提問人：經濟一甲
總務組回覆：市區 137 公車已於 104 年 9 月 20 日起，週一至週五每日下午
16 時至 18 時段，由每 20-25 分鐘一班已改為每 15 分鐘一班，班
次也由 2 小時 7 個班次增加為 13 個班次。另本學期起每週五下午
時段，桃園客運公車站鄧站長會到校督導，並增派車輛運輸。如有
到、離站時間不準時情形，可以撥打電話給桃園客運公司（03）
3618365 處理。
問題6.

建議桃客 137，於晚上 19:45 分從銘傳開的班次延後 5 分鐘開，
讓有上第 50 節 19:45 才下課的同學可以來得及搭車。

提問人：醫管二甲
總務組回覆：同學建議事項會納入與桃園客運研商調整發車時刻，以符實
需。
問題7.

希望週五下午 4 點 40 分可以增加直達青埔高鐵站或板橋車站的校
車，供同學轉乘高鐵。

提問人：觀光ㄧ甲
總務組回覆：
1.

經與桃園客運協調後，礙於週五下午為休假前交通輸運量龐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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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兼顧學校專車加班車派遣，故無法加派高鐵站直達車。
2.
問題8.

建議同學可以利用高鐵站與桃園及板橋接駁專車到達所需高鐵站。
星期五回桃園火車站的公車太少，以至於回家要等很久。

提問人：經濟ㄧ乙
總務組回覆：市區 137 公車已於 104 年 9 月 20 日起，週一至週五每日下午
16 時至 18 時段，由每 20-25 分鐘一班已改為每 15 分鐘一班，班
次也由 2 小時 7 個班次增加為 13 個班次。另本學期起每週五下午
時段，桃園客運公車站鄧站長會到校督導，並增派車輛運輸。如有
到、離站時間不準時情形，可以撥打電話給桃園客運公司（03）
3618365 處理。
問題9.

小巴車資 18 元太貴。

提問人：安管二乙
總務組回覆：每日經成功校區的循環公車為服務性質，主要服務成功校區同
學，共計 4 車次。經統計每日載客量均稍有不足，另專車票價，是
考量搭乘人數多寡與營運成本等因素所得結果。希望同學能夠體
諒。
問題10. 請學校多多宣導 137 時刻表跟晚上 9:30 正門關閉的事。
提問人：品設ㄧ乙
總務組回覆：桃園客運 137 市區公車時刻表均公布在學校網頁交通資訊中，
請同學上網參考。
近期因為中班警衛班人力短缺，另需兼顧圖書館閉館安全巡查
工作，故正門提前於 21:30 關閉，預計 10 月中旬人力補足後，即
可恢復 22:00 關閉正門事宜。
問題11. 女二舍前的垃圾場沒有分類，希望能掛牌區分回收物品跟ㄧ般垃
圾。
提問人：商設ㄧ乙
總務組回覆：已請學務組宿舍承辦教官與宿舍管理員研討適當地點擺放資源
回收桶，並請宿舍管理員加強宣導垃圾分類的重要性，以維護周遭
環境衛生。
問題12. 到成功校區的小巴班次太少
提問人：安管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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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回覆：每日經成功校區的循環公車為服務性質，主要服務成功校區同
學，共計 4 車次。經統計每日載客量均稍有不足，目前暫時無法增
開班次，另請同學間多加宣傳多利用，已利校方與桃園客運爭取加
開班次。
問題13. S 棟 2、3 樓的冷氣不涼。
提問人：統資一乙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經電洽系秘書瞭解 S 樓 2、3 樓冷氣不涼為 S209、
S210、S307、S308 教室，9 月 19 日已請水電同仁進行查修與測
試，其結果正常，爾後可利用電子表單(編號:1628)報修。
本組今年暑假針對 S 樓空調設備進行智慧化管理系統提升，而
現場操作說明已印製於面板上，近日將簡化說明後再張貼於開關附
近。
問題14. S 棟的木頭桌子太小。
提問人：統資一乙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針對 S 樓木質課桌椅桌面小汰換成塑鋼椅案，
本組配合預算編列已於 103 學年度及 104 學年度完成汰換 S210、
S213 及 EE703 三間教室，在空間及選課人數兩因素皆符合情況下，
本組 105 學年度將依編列預算額度進行 1 間教室汰換工作。
問題15. 因本系系上作業之緣故，經常需要製作到凌晨，回到宿舍已無熱
水可用，冬天時十分不方便，目前投幣式淋浴間只有 1 間，希望
能增加間數。
提問人：商設二甲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有關此問題，經了解地點為男一舍，本組將進
行觀察投幣機收費情況，以利確認使用量，作為改善評估依據。
問題16. 國際宿舍超過晚上 10 點熱水供應不穩，忽冷忽熱。
提問人：觀光ㄧ甲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本組將派員檢測，另請同學上電子表單系統(表
單編號:1628)填報，以利查修。
問題17. 成功校區草地為何不能改成停車場。
提問人：安管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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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成功校區既有停車區規劃為體育二館附近，在
考量行人安全及環境問題(汽車廢氣及噪音)，不建議將草地改為停
車場。
問題18. 學校正門往圓環方向的人行道磁磚不防滑，下雨時有許多同學滑
倒受傷，希望學校協助反映此問題。
提問人：品設ㄧ乙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學校人行道所採用磁磚皆是戶外型止滑磚，若
是校外側門至正門延伸至菁英會館人行道為龜山區公所於 104 年
整修完成，所採用地磚也為止滑磚，請同學天雨路滑小心行走。
問題19. 旁系血親過世可否放寬可請喪假，班上有同學姑姑過世無法請假
很難過。
提問人：華教二甲
學務組回覆：依學生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五項規定：喪假視同公假，以十四天
為限，限直系血親、配偶、配偶之直系血親、同胞兄弟、姊妹。若
過世者非上述關係，同學仍可申請事假前往弔唁，ㄧ日事假上網申
請即可。
問題20. 時間太短，不能促進討論。
提問人：回饋量表
學務組回覆：
1.

為不影響正常授課及同學受教權益，師生面對面座談會奉核定於中
午時段（12 點 10 分-50 分）召開，惟遲到同學於會議進行中仍可
入座。

2.

因會議時間有限，承辦單位為提升會議效率，均先期通知提供建議
事項彙整，本學期大一大二會前計提出建議 19 項，均已協請業管
處組答覆，並以書面資料提供與會代表會中研閱。

3.

與會代表研閱資料後，歡迎再就未提出問題，於議程「提問及答覆
-25 分鐘」時踴躍提出建言，桃園校區當日各出席業務單位主管將
現場立即為您答覆，會後若仍有建議，亦歡迎填寫發言單，本組將
協請業管處組答覆。

問題21. 8 月 30 日宿舍後補名單才公佈，未中籤的同學來不及找房子。
提問人：觀光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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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服務組回覆：105 學年度學生宿舍抽籤候補名單，係於 8 月 19 日由未
中籤同學中以電腦隨選抽出，惟為配合個資保護政策，中籤及候補
名單均以個別通知方式辦理，抽籤完成當日，參加抽籤同學即可透
過宿舍申請作業系統查詢抽籤結果。
問題22. 宿舍門禁時間過早。
提問人：觀光ㄧ甲
住宿服務組回覆：學生宿舍門禁時間係以一般正常作息時間及健康管理考量，
若因個別因素晚歸，仍可刷卡識別返回宿舍，並先行向宿舍管理老
師或自治幹部報備。
問題23. 希望社團場地有各自固定的規劃，如有些社團需要在特定空間才
能有良好的舞台效果及音效，但校隊練習需要，期望有一定的設
備及固定空間來給表演性質社團練習及演出。
提問人：資管二甲
課外活動指導組回覆：目前社團可使用空間，已依校內現有空間做最大協調
開放。校內運動場地使用順序依次為：(一)全校性慶典活動；(二)
體育教學；(三)校隊訓練及比賽；(四)經核准之活動；(五)教職員工
及學生之活動。如遇特殊情況，經校隊指導教練同意後，可開放給
社團使用。
問題24. 建議更換羽球場鋼琴，因合唱或其他活動有需求，有時會因鋼琴
音調不是非常準確，非調音可改善的問題。
提問人：應中二乙
課外活動指導組回覆：體育一館舞台鋼琴僅提供大型活動使用(如：新生盃合
唱比賽)，且會因應大型活動需要先期進行保養維護，經檢視目前該
鋼琴並無損壞達更換的程度。唯近期配合合唱比賽，實施保養維護
時，將請專業技師再行評估，若確達汰除程度，將予以汰除，並呈
請長官同意後，編列預算採購。
問題25. 希望能定期保養體育ㄧ館鋼琴(調音、打蠟等)，雖外觀上看不出損
壞，但實際彈奏時的觸鍵、音色、音準等，並沒有在水準之上。
誠如先前應中二乙所提問，本臺鋼琴以專業角度考慮，確實是有
更換的需要，由於以演奏者的角度考慮，僅是前列之事項未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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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如更換琴弦、琴槌等部份可改善，則不須將整臺鋼琴汰除，
若無法改善，則尚請考慮汰除的必要性。
提問人：應中ㄧ甲
課外活動指導組回覆：體育一館舞台鋼琴僅提供大型活動使用(如：新生盃合
唱比賽)，且會因應大型活動需要先期進行保養維護，經檢視目前該
鋼琴並無損壞達更換的程度。唯近期配合合唱比賽，實施保養維護
時，將請專業技師再行評估，若確達汰除程度，將予以汰除，並呈
請長官同意後，編列預算採購。
問題26. 建議取消合唱、啦啦隊比賽的人數多寡為評分項目之一，因人數
並非是影響演出表現的絕對因素。
提問人：應中二乙
課外活動指導組回覆：新生合唱比賽人數設限問題需要兩校區經過協調會議，
俟會議結果再行告知 24 系系學會。
體育室回覆：本校啦啦舞蹈比賽，每隊參賽人數以 30 至 50 人為限，各系可
以在範圍內彈性增減人數，設限目的是希望各隊表演之規模相當，
國際比賽亦有人數之規定，本校辦理啦啦隊比賽，更重要的目的，
讓同學學習分工合作，解決問題，發揮團隊精神與榮譽心，希望同
學理解支持，謝謝！
問題27. 加開選修及通識課程。
提問人：心理一甲、安管二乙
通識教育中心回覆：通識本學期開班共計 117 班、可選修人數 8860 人次，
本中心將再持續評估，若開課班數不足，將加開不同領域課程以符
合學生需求。
問題28. 希望可以開一個體保生專門的英文課，降低體保生的成績標準。
提問人：應日二甲
英語教學中心回覆：
1.

配合體育室作業，本學年度已開設大一體保生英文專班。

2.

只要是本校畢業的同學，成績評量標準應該是一致的。若同學需要
補強，本中心可提供輔導，請向中心提出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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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9. 建議提升 S301 電腦教室電腦硬體效能。
提問人：資管一丙
資管系回覆：S301 電腦教室中的電腦預計於本學期期中考週後進行更換新電
腦。
問題30. 不要第 4、20、5 節連著上課，同學沒時間買午餐。
提問人：資管一丙
資管系回覆：本系排課時必會考量同學的需求，因此對於第 20 節有安排必
修課的班級，第 5 節則不會安排必修課，所以同學可視自己情況考
量是否於第 5 節修習通識課或選修課。
問題31. 本班星期三的課表，第 3、4 節於 EE 棟上課，第 5、6 節的體育課
需至體育二館上課，而第 7、8 節的辦公室應用又需至 CC 棟上課，
上課地點相距遙遠，造成同學上課往返不便，耽誤下節課的課程
進度，希望往後的課表能將課程的上課地點一併列入考量。
提問人：安管一乙
安管系回覆：經查該班週三課程為分別(上午)應用英文、中國文學鑑賞與創
作；(下午)體育、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其上課地點(上午)桃園主
校區、(下午)體育二館及桃園主校區。因本學期學校運動場整修，
多數班級體育課調整於體育二館上課，下學期安排課程時，將會考
量學生往返兩校區距離，並協調體育室儘可能安排課程於體育一館，
避免學生來回奔波。
問題32. M 棟教室時常會有缺少椅子的問題。
提問人：數媒一乙
數媒系回覆：設計學院統籌整頓全院座椅不足的問題，除了請學校補足數量
以外，同時全院各系將專屬教室的椅子以顏色區別加強管理。另，
並協請老師於課堂上加強宣導同學務必養成有借有還、以及落實將
物品歸位的習慣。相信在校方與同學兩者一同努力的維護與妥善使
用下，學習環境將更佳良好完善。
問題33. M202 電腦教室電腦數量不足，因為上課必須使用軟體練習，導
致有些學生無法操作電腦，影響課堂學習，希望能改善此問題。
提問人：數媒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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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媒系回覆：M202 電腦數量有 72 台是足夠的。若是電腦有損壞，為避免
影響學習，請立即向系辦公室反映。
問題34. 第一餐廳、第二餐廳增加座位。
提問人：心理一甲
第一餐廳回覆：因空間受限，再增加座位則會影響同學排隊等餐及行進動線，
請同學體諒。
第二餐廳回覆：因餐廳腹地有限，且座位區之增加除腹地大小問題外，亦必
須考慮同學排隊、用餐等動線空間之安排，二餐經本次修繕後，腹
地亦有增加，將建請公司針對桌椅增加之問題進行評估，並於評估
後呈報學校以利進度之回覆，謝謝。
問題35. 希望可以延長成功校區地下室販賣及小吃部的營業時間，或是販
賣乾糧、零食、泡麵販賣機。
提問人：安管二甲
第二餐廳回覆：廠商已儘量滿足同學飲食上的需求，但營業時間的延長與否
跟成本會有直接的關連，本公司將儘量與廠商溝通，是否能在損益
兩平的前提下儘量滿足同學的需求。關於提供乾糧、零食、泡麵等
狀況，本公司將對承商進行了解，若承商停止提供上述產品之販售，
本公司將會要求承商立即恢復提供上述產品之服務，謝謝。
問題36. 成功校區餐廳太貴，希望調降售價。
提問人：安管二乙
第二餐廳回覆：已詢問過成功校區老闆，其表示價格均與上學期相同，並無
調漲，且與市場相較起來，其售價應屬合理範圍，謝謝！

四、 會議結束
感謝在座的師長為我們解答，更感謝各位同學提供寶貴的意見，會後若
有問題，請將問題條交給學務組，我們會儘快回覆您的問題。
師生面對面座談會每學期舉辦。同學有任何的問題除了師生面對面座談
會提出外，亦可利用學務組的意見箱或班會課時提出。本次的會議紀錄及問
題答覆，將簽奉校長核定後，公告於桃園行政處「學生相關資訊-師生面對
面」網頁上，歡迎同學前往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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