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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016 1 全校師生座談會綜合問題-by Li 

類別 問題 回覆 備註 

清
潔 

教室清潔 

一、自 103 學年起推動校園環境清潔自主管理，除邀請各相關單位及學生代表共同提供意見外，也於

學校各棟大樓一般教室樓層區域設置公共清潔用具供使用。清潔問題，除靠總務處同仁全力改

善，但仍有待全校教職員生環保觀念建立、行為落實與共同配合才能有改變的可能。 

二、如於上班時間發現清潔問題，請洽事務組分機 1316 協助；若於非上班時間發現清潔問題，請洽

保全人員分機 1111 協助。 

三、為落實環境清潔自主管理，自 104 年 2/12 即已於學校各棟大樓一般教室樓層區域設置公共清潔

用具(1 支掃把、1支拖把、1個畚斗)供使用，放置地點已公告於事務組網頁，掃具使用完畢請歸

回原位，以利下個使用者可接續使用。 

持續辦理 

廁所清潔 

一、清潔問題除靠總務處同仁全力改善，但仍有待全校教職員生環保觀念建立、行為落實與共同配合

才能有改變的可能。 

二、如於上班時間發現清潔問題，請洽事務組分機 1316 協助；若於非上班時間發現清潔問題，請洽

保全人員分機 1111 協助。 

三、廁所洗手乳、擦手紙和衛生紙已督導清潔人員每日清潔廁所一定要巡查補充。如上班時段遇無相

關物品，請電話通知事務組分機 1316。 

四、已要求清潔人員安排廁所定期大洗時間；平時對於廁所設施及地面清洗工作，已加強巡檢及督促

力求改善。 

五、立夫 1F 廁所(靠近 ATM)附近時常飄出異味，經與環安室共同勘察主要為化學藥品(溶劑)味道，請

同學勿將實驗後之化學藥品(溶劑)直接倒入水槽排放，應依相關規定處理。 

持續辦理 

垃圾場清潔 

一、垃圾場每週都會定期進行環境清洗與噴灑消毒及漂白水。 

二、捕鼠器、黏鼠板、老鼠籠等滅鼠工作均持續在進行。 

三、請同學依分類標示確實作好資源回收及廚餘回收，以杜絕蚊蟲蠅、老鼠的孳生。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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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分類及

清運 
一、請業辦同仁確實要求與執行垃圾桶之定期清洗，並請同仁要做成紀錄（含照片）備查。 

二、全面將垃圾桶及垃圾桶蓋上之分類標示去除，統一以牆面上分類標示為主，避免垃圾桶分類標示

與牆壁上分類標示不一致造成混淆，預計 5/13 前完成標示清查。 

三、已調整外包清潔人員清運垃圾的時間與頻率，特別是教室區域，及加強垃圾桶周圍的清掃。 

四、立夫 2FB 區垃圾已經增加清運頻率，由兩次增加到五次。 

五、宿舍 B1 垃圾清運已要求外包清潔公司每日確實辦理，也請業辦同仁確實督導。 

第 1.3.4.5 項持

續辦理 

第 2項處理中 

蚊子 

一、本學期 3月至 7月每個月的消毒作業時間表已於 3/3 公告於事務組網頁，且在執行消毒作業前一

週還會再進行公告，如遇天候不佳時會再調整作業時間並公告；消毒前會以大聲公告知，請同學

務必要在公告消毒作業時間前，適當做好保護或遮蔽，以利消毒作業順利進行。 

二、每月均會定期於地下室筏基投藥工作，且增設紗網、門弓器、捕蚊板、捕蚊燈及捕蚊罐等設施，

也均會定期進行更換，以加強滅蚊工作。 

三、也會會同健康中心依據「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每周一次進行巡檢校園環境清潔及落

實進行學校內外積水容器清理。 

四、同時也請各社團辦公室及機電室定期清理物品及隨手關閉紗門，以減少蚊蟲。 

五、近日已於 5月 4日完成紗門清洗，且紗門原已設有門弓器，請同學進出務必要隨手關門。 

持續辦理 

清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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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室
設
備 

空調 

一、早上第一節課提早 7:50 供電，下午第一節課提早 12:30 供電。針對特定課程或老師會固定延長

上課時間者，可配合調整供電時間。其他有需求者(如須延長上課時間或臨時性需求者)，在不影

響課程正常使用情形下，可直接利用教室走廊處話機，說明系所、課程 活動名稱等，通知總務

處事務組承辦人員(分機 1318)或保全人員(分機 1111)，我們會直接延長電源供應時間。 

二、9A 時段斷電時間由下課後十分鐘延長至二十分鐘。 

三、針對互助大樓空調改善，除配合時序調整空調主機出水溫度，並將於 5月底開始對互助大樓 A區

階梯教室進行出風口及迴風口位置調整及送風機汰換工程。 

四、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學校冷氣開放標準以室外溫度 25℃為基準，冷氣供應時段如下： 

(1) 夏天： 

6F 行政單位－8:00 開放，17:00 關閉 

教室及其他單位－早上 7:30 開放，17:30 關閉， 

(2)冬天： 

6F 行政單位－10:00 開放，16:00 關閉 

教室及其他單位－早上 9:00 開放，17:00 關閉 

如各單位因公務或實驗需要申請延長供應時間，請填具下班時間冷氣使用申請單，將依核准之時

間管控關閉。 

五、宿舍 B1F 社團冷氣機預計 5/12 完成修繕。 

六、PBL 教室空調為分離式冷氣，可透過冷氣搖控器進行溫度控制。 

1.2.4.6 項持續

辦理 

第 3.5 項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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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室
設
備 

投影機 

一、目前全校共103台投影機(含台中公用教室及北港校區)，使用最久的為98年 12月份購置，為3500

流明(共 5台，分別放置於互助大樓 5B01、5B02、5B03、5B04、5B06 教室)。 

二、互助 11 樓都築會議室的投影機已於 11/12 下午會同都築傳統藥物中心人員現勘，進行檢視及調

校，確認畫質及功能正常。 

三、投影機設備會逐年汰換，目前均為 100 年 12 月以後購置，燈泡亮度已提高至 4000 流明並會隨

燈泡耗損進行燈泡時間更換，104 年 12 月更換立夫 503、504、505、508；互助 1A01(2 台)、3A02(2

台)、4A01、4A02、醫學 601、第一博雅講堂，105 年 3 月更換單槍燈泡：立夫 104、201，互助

3A01(前)、3A02(前)、4A01(前)、4A02(前)。 

四、投影機投影清晰度經業辦同仁及機電室人員實地檢測後投影已調整清晰度最佳，如上班時段遇有

設施（備）發生故障，請電話通知事務組分機 1312 或機電室分機 1441，如非上班時段則保全人

員分機 1111 或機電室 1441。 

五、維修時效性問題，已請機電室改善服務作業及態度，並建立 SOP。如遇上課中需緊急修繕情形，

機電室人員評估需超過長時間(10 分鐘)之修繕，事務組會協助立即更換教室。 

六、目前 E化講桌均有張貼操作說明，使用者可依說明步驟內容操作。 

七、預計於 105 年 7 月底前再更換 15 台單槍 

1-5 項持續辦理 

第 6項處理中 

教室照明 

一、教室桌燈均定期排定時間查修，本學期開學後，自 3 月到 4 月底立夫與互助共有 34 個啟動器遭

拔除、更換 21 盞燈管，尤其為互助大樓 1A01 講堂。請大家發揮公德心愛惜相關設備。 

二、本校教室採光皆進行室內照度測試，為合於教學環境之照度；公共區域樓梯間照明也都會維持足

夠之照明，並會進行全面檢測與改善。 

持續辦理 

教室其他設備 

一、每學期於開學前完成全校教室設備一級檢修，學期中亦會定期每兩週於各大樓進行教室之設備查

修。各棟大樓教室設備查修時間：立夫、醫學：每月第一、三週；安康、互助、實驗大樓：每月

第二、四週。 

二、每週定期請工讀生巡視每間教室粉筆使用情況，如遇有短缺會立即補充外，並於下列地點均有置

放粉筆，方便同學隨時取用：互助一樓 1A01 教室、互助 7 樓資訊中心走廊失物招領處、立夫一

樓及安康一樓保全服務台、立夫 6樓總務處事務組。 

三、已於 105/3/3-3/19 進行教室麥克風查修，更換互助大樓 3F-5F 教室麥克風 35 支。 

四、預計於 6.7 月更新 3A01、3A02 之桌椅，將逐年編列預算汰換互助 A區教室桌椅。 

1-3 項持續辦理 

第 4項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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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
水
機 

飲水機數量 

一、目前全校共 105 台飲水機(台中校區 77 台，北港校區 28 台)，平均使用人數約為 76.67 人/台(中

部各大專院校平均值約為 84.92 人/台)，使用最久的為 91 年 4 月份購置。 

二、已於去年 12/7 購置 10 部新飲水機，更新地點為互助大樓 3 樓 A 區、4 樓 B 區、9 樓 A 區；立夫

大樓 1樓 B區、3樓 B 區、5樓 B區、9樓 B 區；醫學大樓 3F，新增地點為立夫 2樓 A區及 5樓 A

區。 

三、預計再申購 12 部新飲水機以進行汰換及增設於使用頻率較高區域，預計 6月下旬完成。 

處理中 

大量取水 

因本校飲水機係採用飲用水出水為完全煮沸之設定，故若有人員以水桶或大寶特瓶裝取飲用水，導致

原先已冷卻的煮沸後飲用水無存量，則為了飲用水煮沸安全原則，飲用水將持續達高溫狀態。學校飲

水機位置均依樓層動線規劃擺設，且各樓層均有放置飲水機，如因取水量過大問題導致暫時無法於該

樓層取水時，可至上下樓層飲水機取水使用，請同學們要有公德心，切勿一次大量取水。 

持續辦理 

水質 

一、本校飲水機均固定由機電人員每 14 天進行定期保養，每 45 天更換新濾材。環安室每季定期辦理

水質檢驗，檢驗數量依規定為飲水機總數的八分之一，相關水質檢測結果均公告於本校環安室及

事務組網頁。 

二、請全校教職員生發揮公德心，不要把茶葉渣、菜渣或泡麵渣等異物倒於飲水機出水口下方之水

盤，除造成別人不便也易滋生衛生問題。 

持續辦理 

校
園
環
境
及
設
備 

 
 
 
 
 
 
 

夜間照明 

一、近期已對全校夜間照明完成全面巡查，並已對籃球場兩側柏油路旁及和風草坪步道加設 LED 燈；

另立夫 101 至 105 教室前柏油路將更改亮度較高之 LED 燈具，另其他照明也完成檢修共 11 處。 

二、立夫大樓與英才宿舍天橋間樓梯照明不足問題，已請機電人員完成電燈增設，另天橋上的照明燈

保全人員每日均於 18:00 開啟。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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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一、英才路人行道上的破磚已洽廠商至校現勘，擬改採鋪設水泥方式辦理，預計利用暑假期間施作。 

二、藥園與醫學大樓交接處路面已完成整修，另英才門入口處地面將利用暑假進行查修。 
處理中 

 

 

 

 

餐廳 

一、學生餐廳於英才路旁的水洗式油煙過濾設備，餐廳廠商皆定期每半年清洗一次，去年下半年已於

11/14 及 11/15 兩天完成清洗。今年上半年排定於 5/21 及 5/22 兩天進行清洗，預計六月初完成

鋁格柵增設維持景觀並導引油煙排放方向。 

二、非用餐時段垃圾桶已增設，並會請清潔人員進行垃圾的清理。週六、日因假日不營業，所以人手

較少，同學可將垃圾先放到互助 1F 垃圾桶，請同學一起協助。 

三、已請餐廳承攬廠商再加強環境清潔並會請健康中心加強督導。 

四、學餐用餐區已於今年寒假完成整修及桌椅更新。 

五、學餐廠商聯繫單一窗口為事務組林伍祥先生，如要借用用餐區場地請同學洽林先生協助辦理。 

2-5 項持續辦理 

第 1項處理中 

廁所設備 

一、已於今年寒假完成互助 1F~5F 廁所隔間板及水箱五金配件更新，將持續進行廁所相關設備之汰舊

換新及定期查修作業。 

二、柳川三樓女廁已完成衛生紙蓋子修繕作業，已請業辦同仁加強廁所巡檢工作，並請清潔人員注意

廁所設備如有損壞情形應儘速通報修繕。 

三、如遇廁所設備故障(如電動給擦手紙機)，上班時間請撥電話機電室 1441 及事務組 1316，非上班

時間請洽保全人員分機 1111 協助。 

案例： 

有幾間廁所壞掉將近 1個月也沒有人來修 

另外也有幾間幾乎整天沒衛生紙 

希望學校可以積極處理互助六樓廁所的事 

回覆： 

一、查互助六樓廁所設備故障報修，分別為(4/28)左邊第二間水箱無法出水，已更換止水皮，(5/11)

右邊第二間蹲式馬桶阻塞不通，機電人員皆已完成修繕與故障排除。 

二、已要求清潔人員要確實清潔與進行衛生紙補充，並請業辦人員確實督促巡查。 

三、如遇有問題請聯絡事務組林先生，分機 1316。 

持續辦理 

校
園
環
境
及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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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設備 

一、活動中心器材室門已完成修繕。 

二、查日前宿舍停水主要係為自來水公司供水水壓不足，以請機電室增設加壓馬達外也調整補水浮球

高度，並增加巡查頻率。學生宿舍熱水供應時間自下午 17 時起至晚上 23 時止，請同學盡量分散

盥洗的時間，避免同時盥洗造成熱水供應不及。 

三、管弦樂社漏水係宿舍 220 室熱水管路滲漏，已完成修繕。 

四、校內相關防災設備(施)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且每年均會進行消防設備設施檢查及維修；另每

兩年也會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改善。請各位教職員生務必要遵守相關安全規定。 

五、互助大樓的設備(施)均逐年分批進行改善。 

六、建築物漏水問題已完成互助 B1F-11F 共 7 處、立夫教學大樓 1處。另目前也依下雨狀況進行複查

及彙整漏水點洽請廠商維修。 

七、電梯每月固定進行 2次例行保養；每棟大樓電梯約 14 天進行保養一次，另台中市政府會不定期

委託專業機構進行檢測。如上班時段發生故障，請電話通知事務組分機 1312 或機電室分機 1441，

如非上班時段則聯絡機電室分機 1441 或服務台分機 1111。 

持續辦理 

教室借用 

一、平常日立夫教學大樓 501、502、506 與 507 自習教室自上午 7時至 24 時開放；考試週除開放自

習教室以外，其餘五樓教室下午 18 點後除排有課程外全部開放，若仍不敷使用，會視人數需要

逐間開放或增加開放間數。亦可借用實驗大樓四樓 PBL 教室(共 16 間)、實驗大樓 4樓第一會議

室、安康 3樓會議室或圖書館等自習空間使用。 

二、學校空間有限，立夫大樓五樓自習教室每張書桌至少供兩人使用，實驗大樓 PBL 教室一間至多可

供 10 人使用，請同學發揮公德心，將空間使用發揮至最大效能，也為維護自己及多數人之權益，

請不要長時間佔而不用或是不需使用之空間也沒上網取消借用。 

三、如需討論請多使用實驗大樓 PBL 教室、實驗大樓四樓第一會議室、安康三樓會議室、立夫大樓

6.8.9.10 樓中庭討論區、圖書館研究小間等空間。 

持續辦理 

其他 英才門警衛於上下午尖峰時段須協助引導進出所以須站在校門口。 持續辦理 

校
園
環
境
及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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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車
位
問
題 

一、機車停車

位太少 

二、安康停車

秩序 

三、醫學門旁

腳踏車位

太少 

四、英才門旁

三角錐 

一、學校位處都會區，校地有限，短期內無法增加機車停車位。105 年 2 月已承租中正公園停車場 180

個機車停車位，供教職員生停放，若需求擴增，將再協調增租車位。(學校週邊可停放數：免費

車位 620 個：英才路退縮基地 300 個、柳川宿舍 60 個、育德門旁 180 個、安康大樓西側 80 個；

收費車位 1,700 個：安康 500 個、市政府路邊停車格 1,200 個) 

二、學務處將依本校停車位管理辦法執行違規罰則，請同學共同維護停車場之秩序及安全。 

三、每學年下學期結束前，會辦理廢棄腳踏車清理作業，完成後可增加空間；已研擬在育德門腳踏車

停車場安裝雙層車架，以增加停放數量。(目前可停放數：柳川宿舍 150 個、育德門 70 個)。 

四、英才門兩側人行道限單側停車，沿圍牆邊因常違規停放，影響行人權益及安全，置放三角錐以柔

性勸導勿違停。 

已完成 

郵
務
服
務 

代收學生包裹 

一、郵政代辦所一直有代收學生包裹。 

二、因郵政代辦所空間狹小及人力有限，不代收網路購物郵件，請宅配公司親送收件人點收，或請系

所辦代收轉交。 

已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