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1班會紀錄簿建議事項列表 

單號(日期) 班級 建議事項 單位回覆 

C1091100029 

(109/9/14) 
XS3A 

1. 原先架設在排球場旁為了防疫而

設的棚子可否架設回來？(敬會事

務組) 

謝謝同學們反應，原上學期於排球場邊架設帳棚，乃是因當

時新冠肺炎於台灣處於高風險時期，學校為避免新冠肺炎傳

染，同時進行數項措施因應，其中包含：(1)入校戴口罩與量

體溫、(2)校內動線之管制、(3)室內冷氣開放管制，及(4)因

應冷氣管制，於校園部分區域搭設帳棚提供師生開放通風環

境。這些措施實施以來，謝謝同學們的配合，讓本校平安順

利度過上學期。 

現階段學校仍會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措施，進行校內相關

防疫事務。在考量目前仍屬夏季炎熱氣候，校內並未限制冷

氣使用，且搭設帳篷後佔用操場空間，不利於體育課程或活

動之進行，因此現階段尚無規劃搭設帳篷，再次感謝同學們

的反應與配合，謝謝! 

事務組 志皓 敬啟 9/24 

C1091100191 

(109/9/29) 
XS1A 

班上同學問每天早上可不可以不傳群

組「沒症狀」，請有症狀的同學再傳就

好。(敬會生輔組) 

可以喔，這個請各班自行決定回覆的格式，但回報的結果如

果有誤或是隱瞞的，就要自身負起相關責任喔！ 

C1091100103 

(109/9/16) 
XE3A 

1. 安排教室的依據是什麼？ 

a) 三年級是否優先安排在低樓層 

您好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教室安排原則如下: 



b) 什麼樣的依據能在一樓 

(敬會課務組) 

2. 請問男廁何時整修？ 

a)男女要平等 

(敬會營繕組) 

1.先依年級-由一年級先安排,並集中於一層樓,再逐年級安

排 

2.樓層-由三樓開始安排,逐層往下安排 

所以一年級會在三樓,二年級在二樓,三年級有 4 個班會在一

樓 

 

營繕組回覆: 

本年度針對正氣樓老舊廁所改善，暑假期間已完成正氣樓廁

所整建，共計女廁 4間及男廁 1間，並無男女廁優先序問題。 

倪子強敬上 

C1091100348 

(109/10/21) 
XE2A 

希望正氣樓二樓可以增設外面走廊的

洗手台（像三樓那樣子的）。(敬會事

務組) 

謝謝同學們反映問題，現階段走廊餐具清洗台的設置是提供

同學們用餐後清洗餐具用，因此在設立時需要考量(1)水從哪

裡來? (2)水如何排掉? (3)殘餘廚餘儲放  等等問題。 

    水源與水管安置需要外部工程配合施工，且殘渣廚餘放

置該處，除造成異味外，更容易吸引蟑螂、老鼠與貓狗等動

物，形成環境髒亂的問題；另外若是同學們沒有良好的廚餘

處理習慣，殘渣直接在水槽沖洗，更可能造成清洗台的排水

管堵塞等問題。是以學校每每在新設一處清洗台時，都需要

進行審慎的評估後，方會進行處理。 

    現階段正氣樓西側 3 樓已有可供使用的餐具清洗槽，請

同學們用餐後多走幾步便可使用洗手台清洗餐具，也請同學

們清洗餐具前先將食物殘渣妥善倒於台邊的廚餘桶內，還可



避免水管堵塞，及維護周遭環境整潔，謝謝同學們配合。 

C1091100332 

(109/10/22) 
XS3A 

1. 三年級的週會次數比起二年級時

相對較多，希望可以不要安排得這

麼頻繁。(敬會生輔組) 

2. 希望學校學餐的餐車可以分兩個

時段出來賣，經常因為大學生與專

科部同學課程時間不相同，導致便

當很快會被大學生先買走，五專部

的同學會比較不容易買到。(敬會

事務組) 

3. 希望學方能將正氣樓前方榕樹下

休憩區前的草坪再種植起來，因為

有些部分已經枯黃，可能經過時會

揚起塵土，也有些同學們認為感官

上看起來不大美觀。(敬會事務組) 

4. 因為上一屆專三及大學三年級都

不需參加園遊會，希望未來可以不

強制三年級的班級參加本活動。

(敬會課指組) 

1.全校性共同時間之活動排定，因活動主題之影響，通常一

年級及三年級之活動數皆高於二年級，但已避免每週都安排

活動而造成無法開班會或是進行班級活動的情形。惟同學這

次寶貴的建議仍會列為往後安排活動之參考，避免活動過於

頻繁， 感謝 XS3A同學之建議。 

2.學餐的餐車是在 11:10 左右推至至善樓前準備妥當後開始

販售，並至專科部午休時間 12:40 結束販售。目前餐車販售

係考量分散尖峰時段學餐購買及用餐的人潮，並於考量食物

新鮮度上，實不宜再延長餐車販售時間。若是同學們於非尖

峰時間購買餐飲，可逕至學生餐廳直接購買，另外學校自上

學期開始推出學餐中午訂餐系統，同學們可以利用訂餐系統

於前一日事前預訂餐點，然後於次日中午直接至餐廳付款取

餐即可。謝謝同學們的反應。 

 

3.正氣樓前方榕樹下休憩區前草坪因植物生長季節性及同學

們活動踐踏頻繁，目前較為稀少易生塵土。若是新種草皮，

將需要 1~2 月的澆水養護，草種存活率方能提高見到成效。

但因時值學期間，同學們於該區域休憩及體育活動頻繁，若

是種植新草皮將會限制該區域活動不利養護，因此學校會考

量於寒假或暑假期間，評估合適之季節與時間點，再進行草

皮種植養護作業。謝謝同學們的反應。 



4.本校 109 年慈善義賣園遊會必要設攤班級係經 108 學年度

慈善義賣園遊會檢討會、109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籌備會決

議通過，規劃將專一、專二、專三、大一、大二納入必要設

攤班級。籌辦慈善義賣園遊會的過程，不僅提供班級發揮創

意、表現團隊精神的機會，更能幫助社福團體。期盼大家以

文藻人最熱誠及服務的心，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C1091100256 

(109/10/14) 
XE1A 

英外語診斷中心能給學生預約的時間

和班上上課時間有所衝突，導致無法

享有到這項權利，希望能有所變化，

以確保每位學生都能以自己的權利去

學習更多。(敬會英外語診斷中心) 

如附件所示。 

C1091100410 

(109/11/2) 
XJ1B 

學校的鐘聲晚一分鐘，幹部登記勞作

教育遲到時，經常在時間上與同學的

認知有誤差,造成糾紛。 

希望學校七點三十分可以有鐘聲，以

便幹部行事。(敬會生輔組) 

生輔組已通知鐘聲時間調整的大哥將鐘聲響鈴的時間調整為

正確時間。 

C1091100416 

(109/11/5) 
XS3A 

希望可以在廁所間內放置一組馬桶

刷，當同學使用完後可以自行清潔，

避免廁所髒亂造成下一位同學的不

便。(敬會事務組) 

謝謝同學的問題反映，目前在每層樓的廁所內，會有 1 組馬

桶刷，但可能會在其中某一小間內。因此同學們使用完廁所

後，若有意刷洗，可以至其他隔間內找尋即可。 

若同學們還有疑問，可隨時向總務處反映問題。謝謝。 

C1091100511 

(109/11/26) 
XS3A 

1. 飲水機時常缺水及過熱導致同學

們裝水的不便。再麻煩校方檢查飲

1. RO飲水機製水有一定時間，請同學取用立即需要飲用水，

大容器裝水請利用離峰時間裝，讓機器有足夠時間製水，



水機。(敬會環安組) 

2. 希望可以定期清潔及消毒體育器

材，因為有同學反應使用時會有異

味。(敬會體育教學中心) 

正氣樓總共裝設 15台飲水機，如遇缺水可前往上、下樓

層取用，感謝配合!                                                                                                                                                                                          

總務處環安暨保管組 敬覆 11/30/2020 

2. 體育器材均有定期請管理人員清潔及消毒，但會因使用頻

率過高的因素而產生異味，若發生以上情形時，請同學及

時向任課的體育老師反映，一來可即時處理，二來會請管

理先生就特定器材特別加強清潔及消毒。若同學實在在意

使用公共器材，中心建議同學可自備運動器材，如自備球

拍或較私人用品的瑜珈墊等，以上回覆。 

C1091100506 

(109/11/18) 
XE1B 

請週二，週三及週四晚上進修部在正

氣樓 E304教室上課的同學們，可以在

下課後帶走自己的垃圾，不要再把人

為垃圾留在教室裡或是放在同學的客

座椅中。(敬會進修部學務組) 

為維護進修部使用教室之整潔，進修部已執行以下措施： 

1.每天進修部清潔工讀生會 17：30開門時，會對當晚使用的

教室進行檢查，若發現有垃圾將會協助處理。 

2.進修部使用教室後，晚上清潔工讀生於 2100 或 2200 關門

時，會再做整理打掃。 

 

以上都會記錄並拍照存查，也請日間部班級提醒同學下課

後，清理座位抽屜及周遭垃圾，關閉門窗，清空垃圾桶。希

望透過大家的付出與努力，讓師生有乾淨清潔之上課環境。 

C1091100539 

(109/11/30) 
XJ1A 

考量到清理餐具的方便性,希望能比

照正氣樓西側做法,在每一層樓都設

置簡易流理臺.(目前狀況是西側三層

樓都有流理臺,東側則僅有一樓及二

謝謝同學們反映問題，現階段走廊餐具清洗台的設置是提供

同學們用餐後清洗餐具用，因此在設立時需要考量(1)水從哪

裡來? (2)水如何排掉? (3)殘餘廚餘儲放  等等問題。 

水源與水管安置需要外部工程配合施工，且殘渣廚餘放置該



樓設置流理臺) (敬會事務組) 處，除造成異味外，更容易吸引蟑螂、老鼠與貓狗等動物，

形成環境髒亂的問題；另外若是同學們沒有良好的廚餘處理

習慣，殘渣直接在水槽沖洗，更可能造成清洗台的排水管堵

塞等問題。是以學校每每在新設一處清洗台時，都需要進行

審慎的評估後，方會進行處理。 

現階段正氣樓西側 3 樓或東側 2 樓均有可供使用的餐具清洗

槽，請同學們用餐後多走幾步便可使用洗手台清洗餐具，也

請同學們清洗餐具前先將食物殘渣妥善倒於台邊的廚餘桶

內，還可避免水管堵塞，及維護周遭環境整潔，謝謝同學們

配合。事務組 志皓 啟 

C1091100553 

(109/12/2) 
XJ3A 

1. 國小小學生午休時間走到本班教

室外說話聲音很大吵到大家，希望

學校加以管制，不要讓國小生吵鬧

到大家。(敬會生輔組) 

2. 最近會有兩位午休評分員進到教

室內討論評分標準，請中午進來評

分的評分員輕聲細語，不要影響到

我們的午休。(敬會生輔組) 

1.為掌握入校學童之來源，以利向學校承辦單位反映吵鬧的

問題，惟貴班現無法說明本事件發生之時間與其他資訊，故

本次生輔組無法轉達同學們的意見。未來貴班如遇類似狀

況，班長或其他幹部可先行提醒訪客保持安靜，並了解學童

入校原因或資訊(例如參加哪個單位的課程或活動)，再告知

生輔組，本組將會立即協助處理。 

2.生輔組會加強督促評分員進入教室評分時，務必壓低音

量，輕聲細語，避免影響班級午休。 

C1091100601 

(109/12/10) 
XS3A 

希望學校能增加微波爐的數量，因為

需使用微波爐的同學很多會要花很多

時間排隊。(敬會事務組) 

謝謝同學們反應，行政大樓樓下萊爾富超商前之微波爐是由

超商自行提供設立，主要目的是：提供同學們微波加熱超商

店內販售食品。 

超商安裝店內微波爐會考量下列因素： 



(1)依據該店販售需微波食品量(如：便當..等)，由總公司評

估該店微波爐可架設數目。 

(2)微波爐屬於超大電流電器用品，安裝時須設計獨立電源，

總公司會評估現場電源供應與線路架設狀況，以維護使用安

全。 

因此目前以萊爾富的販售食品數量，提供 7 台微波爐已是該

店的上限，近期內可能無法再增加微波爐。 

經 現 場 觀 察 ， 超 商 前 微 波 爐 使 用 以 中 午 尖 峰 時 段

(12:00~12:20)使用人數最多，其餘時段較無人潮，建議同學

可稍微錯開尖峰時段使用。謝謝同學們的建議。 

C1091100722 

(109/12/24) 
XS3A 

希望學校能修改大學部上體育課的時

間，是否能不要集中在 15：00~17：

00。因為此時間點剛好與五專部下課

時間相同，同學們想要至排球場打球

但因為有班級在上課所以沒辦法使用

球場。(敬會課務組) 

同學您好 

日間部約 80班有體育必修課，礙於學校場地因素，同一時段

無法排入太多體育課程，所以課程會分佈在各個時段，無法

避開某一特定時段,請同學諒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