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學生服務滿意度調查學生建議事項回覆處理表 

編碼 學生建議事項 
業務 

相關單位 
意見回覆 

1 
宿舍每間可以同時使用 3 台吹風

機，並開放使用家電、電風扇、電

鍋 
生輔組 

因宿舍電力考量，未能開放使用家

電。吹風機及電風扇與總務處研討

開放配套措施。 

2 
請假：生理假隔一天希望還可以在

申請 
生輔組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 3 條

第 7 款，女性學生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 

3 
多數學生希望線上請假可以 2 天為

上限(建議學生約 5-6 人) 
生輔組 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4 希望請假系統可以簡化一點 生輔組 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5 希望學校的減免可以有單親補助的 生輔組 

依現行規定「學生減免學雜費」申

請資格共 7 類，可參照學務處網

頁。「單親補助」教育部未列入，

建議個別到生輔輔詢問其他獎助學

金。 

6 宿舍 A 棟每間加裝第 3 台電風扇 
生輔組 
總務處 

因一宿較為老舊，再加裝電風扇需

考量電力狀況，與總務處研討開放

配套措施。 

7 
請假的選項希望可以多一個臨時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臨時的事情，但導

師通過之前務必跟家長確認 
生輔組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 4 條

「請假均以事先辦理為原則（病假

或臨時緊急事故除外）」 

8 

機車本身有買學校有棚停車位的，

但只要一到下雨天，課如果上早上

10 點的課，我就都停不到有棚停

車位，在有棚停車位找機車位時看

到一堆沒有買車位的停在裡面，老

實說那種感覺真的很差。而且還有

一堆抽菸的，臭到不行 

軍訓室 

1.已規劃安排工讀生，加強巡查取

締未按規定停放的機車，違規車

輛將依規定處罰。 
2.本校全面禁菸，機車停車場列為

取締重點區域，將持續加強取

締，若同學發現有人抽菸，也請

立即通報軍訓室。 
9 多檢查車棚停車證 軍訓室 已規劃安排工讀生加強巡查。 

10 
希望腳踏車可以不用一定停在停車

場，至少可以在校園穿梭 
軍訓室 

為維護校園內行人安全，請依車輛

管理規定將單車停放於停車場，勿

任意在校園穿梭及任意停放。 

11 
室內停車位可以加強取締嗎？很多

沒申請室內停車位、腳踏車、小型

電動車都停進來，上課時我們有申

軍訓室 
已規劃安排工讀生，加強巡查取締

未按規定停放的機車，違規車輛將

依規定處罰。 



請室內機車停車格的都找不到車

位....協請加強取締！ 

12 落實機車停放規定 軍訓室 
加強巡查取締未按規定停放的機

車，違規車輛將依規定處罰。 

13 
機車停車位申請希望可以透過班級

向學校單位申請，不要 1 個人申

請，個人覺得有些許麻煩～～ 
軍訓室 

現行申請作法區分為班級申請及個

人申請，可採用班及申請方式以簡

化程序。 

14 
機車停車場後面總有很多校外的人

進來聊天抽菸丟垃圾 
軍訓室 

軍訓室將持續派員加強巡查，若同

學發現有校外人士聚集、抽菸，也

請立即通報軍訓室，校園安全需大

家一同守護。 

15 有些樓梯需要加強清潔 衛保組 

衛保組目前作法為每周公告外掃區

及大樓各樓層之整潔競賽成績，連

續 3 周 E 等班級，需全班進行愛校

服務乙次，作為警戒。並請同學們

發揮公德心，不要在校內丟垃圾。 

16 希望學校教室能保持乾淨 衛保組 

1.目前學校教室保管單位並非衛保

組。 
2.請教務處與各系要求教室能保持

乾淨，並定期檢查。 

17 
志工時數這個可不可以找醫院類型

的，不然這件事對於住在外縣市的

人會比較有時間外，也比較方便。 
課指組 

可以找醫院類型的。如果找校外單

位作志工，建議可以找課外活動指

導組承辦人詢問。 

18 

校外志工服務申請繁複服務，可改

成線上申請，或待做完志工之後再

將服務時數(證明)條和校外個人服

務學習心得繳回審核？因為臨時參

加或在寒暑假參加志工服務活動無

法及時完成校外志工服務申請單

（包括請服務機構核章、返回學校

繳交等等） 

課指組 
臨時參加志願服務前，請來電 06-
2609019 於上班時間與承辦人聯

繫，以尋求協助。 

19 
健康與服務的位子不夠我們有些人

都要坐地上 
課指組 

請同學盡量將位子坐滿，不夠的部

分會提供輕便椅給同學使用。 

20 期望能有更多課外活動相關的比賽 課指組 
請同學多參與社團，很多比賽資訊

也都會公告在各社團及課指組 FB
粉絲頁。 

21 
希望不要強制各班班會，很浪費時

間 
學務處 

班會係屬於正課，定期於每週三實

施，依據本校彈性班會實施辦法規

定從第五週起各班可規劃相關活動



或參與研習，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請同學們參考。 

22 
希望可以多多宣導並嚴懲在校園內

抽煙的學生 

學務處 
衛保組 
軍訓室 

衛保組答覆： 
1.定期辦理戒菸班並要求被舉發之

吸菸學生強制參加，以利戒菸。 
2.持續輔導並宣導不要在校內吸

菸，一經查獲將依校規懲處。 
軍訓室答覆： 
1. 本校全面禁菸(含電子菸)，抽菸同

學依規定記過處分，並實施校園

環境清潔及撿菸蒂 9 小時，累犯

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移送衛生局開

罰。 
2. 校園環境品質，需大家共同維護，

同學若有發現抽菸者，可就近請

老師糾正，或通報軍訓室前往處

理。 

23 學務處的有些人都很兇 
學務處 
各單位 

1.持續改善要求同仁務必加強服務

態度提升品質。 
2.針對很兇的人可以直接將姓名提

供給學務處長官檢討。 
3.學務處各單位將持續以關心、愛

心、耐心，為所有同學服務。 

24 

學輔中心態度請再好一點、誠懇一

點，而不 1 快要到下班時間，就兇

同學，叫同學快離開，態度真的很

差，以前的學輔中心老師還比較好 

學輔中心 

1.已向學輔中心老師宣導，需敏銳

觀察學生需求並改善與學生溝通

模式。另，若到規定時間仍有需

要學輔中心服務或輔導，請立即

提出，可另安排時間。 
2.學輔中心訂有諮商輔導滿意度調

查問卷，不需具名，鼓勵接受晤

談學生填寫，可適時回饋學輔中

心的輔導品質。 

25 
學校處室指標能再清楚些，有些處

室外頭並沒有指標，使新生尋找處

室時諸多不便。 
總務處 會整體考量 

26 

學校夏天時希望課堂教室冷氣強度

能再強些，許多課堂因學生眾多，

冷氣不會涼，為有良好的學習環

境，希望校方能改善，謝謝。 

總務處 

同學可自行以遙控器或冷氣下方的

控制面板調整溫度，若仍然不涼，

請到營繕組報修，會儘速處理。 



27 餐廳食物可以多樣化一點嗎？ 總務處 

學校美食街櫃位家數已是全台南大

專院校第 2 多的，各家櫃位賣的內

容會和學校委外經營廠商討論。 
 

28 希望午餐可以在多點選擇 總務處 
學校美食街櫃位家數已是全台南大

專院校第 2 多的，各家櫃位賣的內

容會和學校委外經營廠商討論。 

29 希望宿舍的工程可以快點結束 總務處 
該工程為政府單位發包的河川整治

工程，預計年底或 1 月中結束。 

30 希望飲用水能有冰涼水可以喝 總務處 

本校配合節能減碳政策，原本全校

飲水機都改為供應一般溫度的飲用

水，校方理解同學的需求後將同學

上體育課的體育二館與操場旁 K
棟一樓的飲水機改為供應冰水，請

需要冰水的同學到這兩處取用。 
31 希望學校把冰水用回來 總務處 同 Q30 

32 
我希望小全家的服務態度可以好一

點 
總務處 

會告知學校委外經營廠商。 

33 沒有冰水！沒有冰水！沒有冰水！ 總務處 同 Q30 
34 拜託開放飲水機冰水夏天很熱 總務處 同 Q30 
35 停車位可以大一點 總務處 會整體考量 

36 
然後之前有反應的學校食物攤位太

少 
總務處 

學校美食街櫃位家數已是全台南大

專院校第 2 多的。 

37 

開學後 發現 E 棟飲水機不提供冰

水（其他棟的狀況不知道），天氣

很熱 沒有提供冰水不太行，可以

改成秋天和冬天再停用冰水 

總務處 

同 Q30 

38 飲水機沒冰水造成許多同學的不滿 總務處 同 Q30 
39 飲水機沒有冰水 不太 ok 總務處 同 Q30 
40 學校出入口的動線可以改善 總務處 目前動線已是改善過的。 

41 
學校幼稚園旁的攤販油煙會飄到 B
棟去讓在教室的學生感到不舒服 
真不是一般的臭 

總務處 
會告知學校委外經營廠商。 

42 學校沒有冰水很痛苦 總務處 同 Q30 

43 

學校飲水機沒有冰水很不便民，這

種天氣沒有冰水要去全家或 1 販賣

機買都 1 很浪費時間的，去學校這

幾天我還熱到回家刮痧 1 中暑的狀

況^_^。 

總務處 

同 Q30 



44 
學校機車出入口應該做大點 不然

大排長龍的 
總務處 

機車出入口之設計一次只能通過一

輛機車，因此不宜做太大。 

45 
機車格子請在擴大、飲水機的冷水

請還給學生，已經付學費還要再掏

腰包自己購買冰水 
總務處 

同 Q30 

46 還有教室座椅有些課程根本不夠 總務處 開學前均會補足 

47 還我冰水 總務處 
機車出入口之設計一次只能通過一

輛機車，因此不宜做太大。 

48 希望教室硬體設施實驗器材能改善 
總務處 
教務處 

轉知各系在經費許可下研究改善。 

49 多一點獎學金 教務處 

目前本校註冊組獎學金業務，僅學

業成績優良獎學金一種,學校其他

單位如有提供內外部獎學金申請，

相關資訊均會於網頁公告，讓同學

得知提出申請。 

50 希望能有本班教室😣😣 教務處 

本校目前固定教室安排以較低年級

為參考依據，故專科部 1.2 年級、

四技 1 年級優先處理；高年級班級

因採大學自由選修為主，所以會有

跑教室情況，然雖無固定教室，課

務組仍考量學生上課品質及導師輔

導所需，因此盡量採半天固定教室

或排定鄰近教室為主。 

51 買書的錢太多了 教務處 
授課科目所需書本以授課教師為依

循，因此書籍並非由教務處規定採

購。轉知各系知悉 

52 
轉學生的獎學金制度突然取消，希

望學校能恢復此體制，畢竟校長說

有 1.4 億盈餘 

教務處 
 

1.教務處說明：入學獎學金發放業

務是由入學服務處承辦。 
2.請入服說明： 

行政會議決議，學校希望獎助學金

朝向弱勢助學與競賽或成績優異方

向發放，因此，整體全校獎助學金

發放金額仍然是逐年增加的。 

53 註冊組服務態度差  註冊組 
感謝同學建議，我們會虛心檢討，

持續提升服務品質。 

54 希望圖書館電影可以多一點種類 圖資處 
圖書館每年會持續添購電影光碟，

提供學生更觀賞的選擇。 

55 
我認為學校非常好，優點非常的

多，學生、教師的態度也很好，老
圖資處 

圖書館每年會持續添購教學與一般

用書，學生也可透過館藏系統中的



師們都很熱心，唯一的缺點 1 圖書

館沒有苓青和夜不語的書，我覺得

只有這個 1 唯一的缺點。PS. 他們

的書真的超好看！！！ 

圖書推薦，做為下一年度圖書後續

採購參考。 

56 宿舍網路升級 圖資處 
目前宿舍網路由中華電信提供服務

及維護，需求擴充可以提出討論，

但可能會有費用提高的支出。 

57 網路可以好一點 圖資處 
是的，我們持續努力維持與改進。

也請同學告訴我們您常出沒的教室

或空間，以利改善。 

58 學校 A 棟大樓可以有數位講桌嗎 圖資處 

A 棟一樓因常遭水淹，故以不設置

講桌，但有提供外接式單槍及擴音

設備。若有上課需求，可請老師向

系上借用筆記型電腦使用。 

59 學校系統希望能改順暢一點 圖資處 
是的，我們持續努力維持與改進。

也請同學告訴我們正確的系統名

稱，以利規劃系統改善。 
60 學校服務態度很好 我覺得非常棒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61 
老師們也都會認真有耐心的教導我

們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62 但感受得到你們的用心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63 你們辛苦了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64 希望華醫越來越好！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65 希望學校越來越好！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66 我覺得大至上來說算不錯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67 辛苦了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68 

服務態度都很好，老師和善，只是

有的時候要找需要的老師或主任的

時候會音訊全無，希望這點能改進

一下，改進之後相信可以更好的～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69 非常好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70 很棒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71 很棒😍😍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72 很讚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73 
持續維持甚至提升其品質，確保維

護學生權益問題，感謝各位人員。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74 負評！！！！！！ 各單位 加強改善服務 
75 現在有增多了我覺得很棒😆😆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76 都非常好！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77 
華醫真的是全台灣最好的醫事大

學!!!!!!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78 學校可以在做的更好 各單位 加強改善服務 

79 
學校老師對於學生須待辦事情都很

有耐心並給予相對應的說明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0 學校辛苦了！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1 學校的行政處理事情的時候都很棒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2 學校很優質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3 

學校提供了多項事務服務，希望可

以多多推廣，讓有這些需求的同學

可以更直覺的知道自己可藉由哪些

管道尋求協助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4 學務處態度超級讚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5 整體來說，很滿意。辛苦了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6 整體很棒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7 整體很棒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8 謝謝你們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89 謝謝服務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90 

謝謝學校的用心，謝謝在我來華醫

後遇見的每位師長、同學，老師們

親切的教學態度使我感到放鬆，也

對每堂課抱有期待，沒有太多太多

的壓力，謝謝老師。最後，謝謝學

校辦抽獎的活動，希望自己可以成

為其中的一位幸運兒唷！！♥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91 還不錯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92 還有辛苦了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93 還有進步空間 各單位 加強改善服務 
94 雖然只是大一生沒有體驗多少 各單位 持續服務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