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班級 學生反映意見 相關處室 意見回復

1
希望護理科三年級 可以全

部都到新大樓上課
教務處

因教室規劃要考量各科需求

，課務組會多參考各方意見

，協調安排。

2

加強機櫃的幹部訓練 調整

上課時的麥克風音量 有些

老師聲音比較大會影響到

隔壁間上課的班級 在新大

樓也會影響到早八沒課的

人

教務處

經與同學晤談後確認問題為

1、幼應大樓教室B001的喇叭

會收到其它教室的教學聲

音。

2、綜合大樓311寢喇叭會收

到2樓上課教室的教學聲音。

教室喇叭部份已完成調整，

寢室喇叭部份已請總務處協

助處理。

3

慈輝樓及慈光樓四樓門禁

應通用，以便就近到上課

教室

生輔組

經與舍監實地場勘並了解管

理問題後，將開放慈光四樓

通往慈輝樓門禁管制，請同

學將感應磁卡交至舍監室重

新設定，惟請同學音量放輕

，以免影響慈輝樓同學住宿

品質。

4

餐廳麵攤的口味普遍太

甜、餐廳食物選擇太少、

餐廳單買白飯的份量太

少、麵攤的服務人員態度

差勁

衛保組

現行雙校區每個月都會召開1

次伙食代表會議，於會議前2

週將伙食會議意見表發給各

班伙食代表，開會時餐飲業

者代表也會到場聆聽並回覆

同學意見，另平日若有任何

意見也可立即向衛保組反應

，針對本次意見將會轉達餐

飲業者並請立即加強改善。

5 應3-1
一樓的乾洗手酒精設備:

乾洗手希望可以定期補充
衛保組

現行雙校區每星期皆會由補

修勤勞教育生巡查感應式酒

精噴霧器，若有減少並會馬

上補足，爾後若有同學發現

感應式酒精噴霧器內容物不

足亦可立即向衛保組反應，

定會馬上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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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3-1

護4-1



6 應3-1

希望新宿舍b1樓下健身房

可以設置全身鏡（舞蹈教

室那種）。學生使用時比

較能知道自己的動作有無

錯誤，也不容易受傷

體育組 110年度預算編列預算裝置

7 護4-1 希望有操場 體育組
關渡校區校地受限，無適當

空間設置操場。

8
217寢室有報修寢室衣櫃，

但尚未修理好
總務處

工務已前往針對衣櫃門鎖潤

滑，已正常使用。

9

寢室冷氣太吵219寢室

(10/29有再報修)、215寢

室

總務處
已聯繫廠商於11.11到校處

理。

10
C302教室黑板前排電燈報

修尚未處理
總務處 經確認已完成。

11 寢室門、牆壁隔音很差 總務處

學生宿舍本棟走道空間較為

空曠，以至於室內迴音聲大

，委請舍監加強宣導住宿同

學於寢室內勿大聲喧嘩。

12 妝4-2
希望學校B棟的男廁可以再

多一間
總務處

關渡校園預計於110學年度進

行建築物拆除重建，屆時擬

妥善評估男女廁比例。

13 應3-1

希望宿舍能夠設立一個販

賣機，讓住宿生臨時有什

麼衛生用品沒了可以購買

，不用去打擾同學，也可

以放一些餅乾泡麵文具之

類的

總務處 智販機設置規劃中。

14
D棟6樓的陽台地板跟圍欄

縫隙太大很危險
總務處

本校關渡校園綜合大樓落地

窗外平台非供學生站立及進

出，擬加強現場標示宣導。

15 希望校園內能有超商進駐 總務處

因學校有寒暑假(約三個月)

超商評估營運獲利不佳，均

無意願進駐。

護1-2

護4-1



16

幼保大樓地下室廁所水管

阻塞 經多次報修後依舊未

改善

總務處

已更換抽水馬達即更換管線

，並於11.10完工，請同學再

觀察如有狀況再通知總務

處。

17

新大樓三樓寢室管路出現

螞蟻 多次與總務反應但都

沒處理(e312)

總務處

三芝 綜合大樓三樓宿舍學生

10月反應有很多螞蟻已於10

月24日加強消毒，宿舍

(E311、E313、E413牆壁)，

E312寢室如有需求後續可安

排消毒。

18 妝4-2

電腦跑太慢，希望硬體設

備可以升級，希望學校的

電腦硬體設備可以更新。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的電腦設備皆有編

列預算逐年汰換，若有電腦

教室的問題可向電算中心反

應，感謝同學的意見!!

19 護1-5

1、福利社微波食品偏貴

2、素食選項少

3、教室窗簾破爛

學務處

總務處

1、與餐廳阿姨反應增加菜

色、提供素食者的需求。

2、學校定期追蹤管制進度。

3、先進行場勘後，預算許可

學校會進行更換。

20 護1-7

因籃球比賽舉辦地點在關

渡校區，因時間關係到達

關渡比賽已經開始，也因

為比賽後回到三芝的時間

更遠，造成不便

學務處

1.下學期將會在三芝舉辦比

賽，109第一學期不舉辦的原

因是操場場地在修整加上三

芝天候不佳，故沒有舉辦。

2.因同學喜歡籃球運動，故

在關渡多舉辦一場籃球比賽

，此活動是開放三芝校區的

同學皆可參加比賽。

21 護2-5

1、學餐環境衛生太差。

如：座位區蒼蠅太多，餐

點裡有不乾淨的東西

2、學校宣導同學盡量不要

走小路下山，但因時間問

題小路還是較方便，是否

可在放學時間加派下山的

區間車(校門口班次過少)

，以便學生下山。

3、希望三芝新大樓可多加

馬桶消毒液

學務處

1、軍訓室回覆：三芝每個禮

拜固定登記專車時間，同學

可搭乘專車。由於淡水區間

公車不好協調班次，民眾反

應淡水區間公車因學校人數

多都客滿不好搭乘。

2、學校建議同學結伴同行走

小路，以免發生意外。學務

處有三個建議：1.雜草清

除、樹木修剪、燈光增加。

2.增加監視器、求救鈴：學

生發生緊急意外時增加安全

性。3.不管白天晚上行走，

建議結伴。

3.餐飲方面會請學餐來協助

護3-1



22 護2-7

晚歸時間希望自己回學校

的學生時間可以延後到11

點，學生表示搭乘火車或

高鐵要趕捷運到淡水時間

不夠。

生輔組

為考量學生假日夜間返宿安

全，原則上仍維持現行學校

返宿時間規定，若延後至夜

間23時之後，除可能影響已

經就寢學生外，對於宿舍清

查學生人數都將造成管理上

困難，學校才能盡早清查人

數，掌握未按時返校同學的

狀況，避免因點名、與家長

聯繫問題處理至深夜。

23 護3-1

學生提出希望能輪替教

室。因在幼保大樓B1上課

的班級只有護3-1跟護3-7

，樓上幼兒園活動時會干

擾到上課品質，希望能處

理。

教務處

教室輪替未來排課列入考量

，現況已請幼兒園依據護三1

與護三7上課時段，調整活動

時間，如上課中還有遇到幼

兒園活動時干擾到上課品質

，請向教務處反應，將會再

請幼兒園改善。

24 護3-2

1、三芝新宿天花板可以改

善，開窗時因風太大會飛

起來，不開窗又會很悶，

開窗睡覺時會被風聲吵醒

，外面陽台的水管會漏水

干擾到睡覺。

2、三芝新宿可以建設福利

社，因學餐在舊宿B1，常

因天氣不佳衣服會濕掉讓

身體不舒服。

總務處

1.天花板及陽台漏水問題可

上網報修，請維修技工處

理。

2.之後會新增智販機，總務

處會與廠商協調，提供學生

購物上之便利。

3.宿舍烘衣機設備數量增設

會另安排現地場勘，實際了

解狀況。

25 護4-2

1、體適能教室的桌球桌不

平整。

2、關渡校區的護理師很

兇。

3、謝謝教務處更換書桌以

及機櫃和投影機等。上課

也看得到前面的PPT，但如

果坐在最後一排還是不好

看到最下面的字幕，建議

體育組

衛保組

教務處

1、擬逐年提獎補助申請增購

桌球桌。

2.謝謝同學的提醒，衛保組

會提醒護理師注意講話語氣

，避免同學心裡不太舒服。

3.感謝同學鼓勵，會再依教

室實際上課情況，調整設備

位置。



26 護4-6

1、專車及計程車在道路過

彎時未減速，且越過馬路

中線，造成機車過轉彎處

受壓迫造成危險。

2、司機進入校園未減速與

禮讓行人，造成校園內行

人安全威脅。

3、木棧道出入口有放置禁

止停車的車路須標示清楚

，確實管理違停。

軍訓室

1、學生注意來車，隨時有防

衛駕駛的意識，並安全駕

駛。

2、附近鄰居向學校投訴學生

違停。請學生遵守交通規則

，不要亂停。

27 幼1-2

1、已向總務處報修網站報

修冷氣漏水，陽台水管漏

水，未改善。

2、網路連不到。
總務處

1.網路方面的問題可向電算

中心或是總務處反應。

2.請學生先報修，之後會請

總務處進行場勘處理

28 幼2-1

1、地下室的網路欠佳，如

在新宿B1、學餐、兒童劇

場

2、舊宿舍洗衣機希望每層

樓都增設一台。因同學大

多都集中在晚上排隊洗衣

服，造成不便。

總務處

1、最近電算中心在做電腦網

路的更換，網路上的問題可

向電算中心反應，會有老師

進行相關處理，應平時就向

學校提出問題。

2、會針對舊宿舍新增洗衣機

的事項，會請生輔組進行雙

校區洗衣機後續規劃，會進

行場勘後做處理。

29 幼3-2

流浪貓狗會在教學區域或

是宿舍徘迴，有次上課時

間貓咪亂竄教室造成不少

同學驚嚇。垃圾場有時也

會出現貓狗，讓會怕貓狗

的人害怕。

總務處

浪犬、浪貓的問題，台北市

動物保護處基本上採取

T(trap)、N(neuter)、

R(return)，即捕捉、結紮、

原地回置，是近年來動保團

體推廣的概念。也有團體提

倡的TNVR，多了

V(vaccinate)接種疫苗，也

就是替浪犬、浪貓們打預防

針，讓牠們不會生病，也不

會傳染病菌，在動物與環境

的安全上更進一步。在此學

校也想與同學宣導不要在校



30 應2_1

請教務處在考試周加強巡

樓，因有班級的監考老師

遲到半小時。

教務處

經與該班同學詢問後，學生

表示為替學姊反應此問題，

非該班考試發生之情況；由

於教務處於本次期中考未接

到有監考老師或者是學生反

應遲到事宜，故除會加強巡

堂之外，亦請同學如遇監考

老師遲到，請立即與教務處

反應，以便立即處理。

31 應4-1
希望幼保大樓地下室能夠

裝置照明設備
總務處

總務處會進行場勘確認是燈

光問題或沒有照明設備，而

後進行增加設備。

32 生關1-1

1、素食的餐點需增加

2、校區的燈再多裝一點，

在慈恩講堂附近跌倒機率

高

3、男宿的網路可以在好一

點(已向中華電信反映)

總務處

1.飲食方面會請學餐阿姨做

處理。

2.總務處會進行場勘，來增

加照明設備，防止同學因光

線不佳跌倒。

3.網路問題可向中華電信反

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