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傳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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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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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師⻑：桃園行政處陳克琛副處⻑、教務處顏昌明副教務⻑、資網處陳建伯副
處⻑、總務組黃⾦鵬組⻑、圖書館何麗淑組⻑、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
組林祐徵組⻑、夜間行政組陳陵萱組⻑、學務組鄭典誠組⻑、住宿服
務組張和明教官、課外活動指導組劉玉珠老師。
列席人員：第⼀餐廳夏經理、第⼆餐廳陳經理、九久通運聞經理。
紀錄整理：黃馨銳

⼀、 主席致詞：
（略）
二、 與會師⻑介紹：（略）
三、 師生座談：

問題1.

第 4 節的課上課時間是 11:10-12:00，但第 20 節是 12:00-12:50，
第 5 節的課也是 12:50 開始，買飯跟上廁所的人潮都太多，完全
無法準時到班。

提問人：應中⼀⼄
桃園行政處回覆：
1. 以往上課時間 05 節為 13:10-14:00，08 節為 16:10-17:00，同
學於 17:00 後離校時與附近工業區之下班時間重疊，因而發生
多次交通傷亡事故，為此將 05 節提前 20 分鐘上課，讓大部份
同學能於 16:40 下課離校時，避開交通尖峰時段。對學校及每⼀
位學生家⻑而⾔，任何⼀位學生之生命與健康，皆是無價，亦絶
不容許任何⼀次的冒險、賭注與遺憾的發生，還請同學能理解。
2. 因應調整上課時間造成有同學中午用餐時間不足的疑慮，目前除
了於學生餐廳供應各式餐點外，亦已於⾦融科技大學及觀光語文
大樓中庭販售各式便當，以提高學生購買午餐之便利性。
3. 同時，同學亦可建議系上評估下午 05 節不安排課程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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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

增開 7-ELEVEN。

提問人：電子⼆甲
總務處回覆：桃園校區已有 2 家便利商店，目前無多餘空間再設置，同學建
議可列入未來規劃考量。
問題3.

新進麥當勞。

提問人：電子⼆甲
總務處回覆：麥當勞並無在校設點意願，且目前無多餘空間，同學建議可列
入未來規劃考量。
問題4.

CC303 自習教室的電腦常當機或斷網，滑鼠不靈敏。

提問人：數媒⼀甲
資訊網路處回覆：同學請上學生資訊系統->電腦故障填報系統報修或至
CC105 告知，並詳細說明使用機器的編號及使用情況，以便工程
師維修。
問題5.

希望颱風假 CC303 自習教室能開。

提問人：數媒⼀甲
資訊網路處回覆：颱風假目的是希望大家避免外出造成危險，所以颱風假還
是不適宜開放。
問題6.

希望學校可以統計目前在校搭車的尖峰與離峰，根據人潮向公車
處爭取更為彈性的搭車時段，以避免在尖峰時段同學等車過久或
人潮非常擁擠的困擾。

提問人：華教⼆⼄
總務組回覆：經與桃園客運協商：因受限於上下班尖峰時段各路線(含各學
校學生專車)排班緊迫，目前暫無司機人力可支援加開學生專車。
另 137 公車班次為市政府交通局核定路線(尖峰時段 15~20 分⼀
班次，離峰時段 30~35 分⼀班次)，會請交通局與桃園客運審慎考
量增開班次。
問題7.

建議在特別假日時（如：中秋節、國慶日）在宿舍前面的公車站牌
增設從桃銘到桃園火車站的接駁車。

提問人：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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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回覆：每遇國定假日前夕，均會協調桃園客運在中午 12 時至 13 時，
及 16 時至 18 時等時段加開學生專車，惟進入桃園校區有三處站
牌(資管大樓、設計大樓與學生宿舍)，如特別增加學生宿舍站學生
專車，恐有違公平之疑慮，敬請同學見諒。
問題8.

有同學反映 9 月 12 日在劍潭站搭乘７點半的校車延遲 20 分鐘。

提問人：⾦科學程⼀
總務組回覆：校車上午 7 時許行駛劍潭捷運站，常因交通狀況(上班交通流
量大)與路況及天候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準時到、離站。如有到、
離站時間不準時情形，可以撥打電話給九久通運聞經理(0931158345)或總務組羅老師(3193）
、黃組⻑（3120）反映，以便立即
追蹤車輛之所在位置並協助處理。
問題9.

新莊的九久校車經常不準時。

提問人：電子⼆甲
總務組回覆：校車行駛偶因交通狀況與路況及天候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準
時到、離站，且無法⻑時間停留停靠站。如有到、離站時間不準時
情形，可以撥打電話給九久通運聞經理(0931-158345)或總務組羅
老師(3193）、黃組⻑（3120）反映，以便立即追蹤車輛之所在位
置並協助處理。
問題10. ＥＥ棟⼀樓女廁髒亂。
提問人：休憩⼆甲
總務組更新回覆：清潔人員每日上、下午各清潔⼀次所屬大樓廁所，因打掃
時間需時 3 至 4 小時，同學如有發現任何缺失，歡迎來電(3231 王
老師)告知，本組會請外包廠商清潔人員加強清掃。
問題11. 上學期靠近第⼀餐廳的全家旁的女廁太髒、有味道。
提問人：電子⼆甲
總務組更新回覆：清潔人員每日上、下午各清潔⼀次所屬大樓廁所，因打掃
時間需時 3 至 4 小時，同學如有發現任何缺失，歡迎來電(3231 王
老師)告知，本組會請外包廠商清潔人員加強清掃。
問題12. 增設機車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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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電子⼆甲
總務組回覆：由於學校腹地受限，暫無法新闢機車停車位；另配合政府節能
減碳政策(公車進入校園)，希望同學能多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降
低對校園環境影響。
問題13. 成功校區為何沒有機車停車位？
提問人：犯防⼆⼄
總務組回覆：由於通往成功校區道路狹窄，坡度陡⻑，且平面⼟地有限。在
考量校園安全範疇，不宜開放過多車輛進出，故目前成功校區學生
機車停車位，以受傷同學申請為主，請同學見諒。另配合政府節能
減碳政策(公車進入校園)，希望同學能多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降
低對校園環境影響。
問題14. S413 講台與講桌寬度不⼀致，老師在寫⿊板時可能會跌倒。
提問人：經濟⼆甲
總務組回覆：本組已於 9 月 26 日完成講台調整事宜。爾後同學如發現上述
情事，可至行政聯合辦公室總務組反映，本組會儘速改善。
問題15. 學校廁所可以打掃更乾淨。
提問人：資傳⼆⼄
總務組更新回覆：清潔人員每日上、下午各清潔⼀次所屬大樓廁所，因打掃
時間需時 3 至 4 小時，同學如有發現任何缺失，歡迎來電(3231 王
老師)告知，本組會請外包廠商清潔人員加強清掃。
問題16. 資源回收紙類要分類清楚，紙張和紙盒要分類，不要放在垃圾桶。
提問人：資傳⼆⼄
總務組回覆：資源回收分類標示均依照環保署規定製作，且以三色袋清楚分
類。另本組會加強要求清潔工讀生及大⼀值日生，落實垃圾分類處
理。同時協請老師於上課前確實執行「⼀分鐘做環保宣導」工作，
確實做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問題17. 校內斜坡很多，希望可以騎機車入校，並在各教學樓前增加機車
停車格。
提問人：應英⼀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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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回覆：由於桃園校區腹地受限，環校道路坡度大，不宜開放過多機車
入校，以避免增加校園行人與車輛安全風險。目前學生機車入校部
份，僅針對受傷、生病或特殊需求同學，在填寫學生報告書呈核完
成後，本組會開放特定停車位進入校區停放。
問題18. 迴龍線專車是否可以 5 點發車，因在成功校區上課會來不及趕專
車。
提問人：公事⼀甲
總務組回覆：迴龍線學生專車為巡迴路線，每日下午 16：50 後間隔 20 分
鐘(17：10)應可滿足同學搭乘需求；另同學所提為下班時段，大眾
交通運輸量大，且各學校學生專車排班緊迫，車輛調度困難，暫時
無法增開下午 5 點學生專車，敬請見諒。
問題19. 早上 7 點半在迴龍的桃園客運可以增加班次。
提問人：餐旅⼀甲
總務組回覆：因受限於上班尖峰時段大眾交通運輸量大，且各學校學生專車
排班緊迫，經與桃園客運協商，已於 108 年 9 月 17 日起，在每週
⼆、三、四增派上午 7 點 30 分迴龍捷運站往桃園校區學生專車。
問題20. 建議成功校區短程交通車多增加時段，1 ⼩時⼀班太少了，希望
能每 30 分鐘發⼀班校園車。
提問人：公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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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車次。經與桃園客運協調，目前因車輛調度困難與考量
營運成本(各時段搭乘人數均不足 10 位，已面臨減班壓力)，暫時
無法增開學生專車，敬請見諒。
問題21. 早上 7 點 20 分迴龍往桃園的專車遲到。
提問人：應英⼀⼄
總務組回覆：當日學生專車行駛萬壽路因天候因素與上班時段車流量大等影
響，導致無法準時到站。如有到、離站時間不準時情形，可以撥打
電話給桃園客運桃園站(迴龍線)03-3631060/3625100 或總務組
羅老師(3193）、黃組⻑（3120）反映，以便立即追蹤車輛之所在
位置並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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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2. 第 8 節放學往迴龍的的校車班次太少。
提問人：應英⼀⼄
總務組回覆：經與桃園客運協商，因受限於下班尖峰時段各路線(含各學校
學生專車)排班緊迫，目前暫無司機人力可支援加開學生專車。另
有九久通運(菜寮線)協助疏運，應可滿足需求。
問題23. 早上林口 7 點 15 分校車發車慣性遲到 10 分鐘。
提問人：數媒⼀甲
總務組回覆：林口線學生專車，常因交通狀況(上班交通流量大)與路況及天
候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準時到、離站。如有到、離站時間不準時
情形，可以撥打電話給桃園客運(03-3631060 或 3625100)或總務
組羅老師(3193）、黃組⻑（3120）反映，以便立即追蹤車輛之所
在位置並協助處理。
問題24. M 棟 2 樓女廁需加強打掃。
提問人：數媒⼀甲
總務組更新回覆：清潔人員每日上、下午各清潔⼀次所屬大樓廁所，因打掃
時間需時 3 至 4 小時，同學如有發現任何缺失，歡迎來電(3231 王
老師)告知，本組會請外包廠商清潔人員加強清掃。
問題25. 成功校區增設機車停車位，專屬社科院學生使用。
提問人：公事⼆甲
總務組回覆：由於通往成功校區道路狹窄，坡度陡⻑，且平面⼟地有限。在
考量校園安全範疇，不宜開放過多車輛進出，故目前成功校區學生
機車停車位，以受傷同學申請為主，請同學見諒。另配合政府節能
減碳政策(公車進入校園)，希望同學能多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降
低對校園環境影響。
問題26. 體育館羽球場太悶。
提問人：電子⼆甲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目前羽球場平日(上課)空調開啟時間如下：
1. 送風 – 08:30~21:30
2. 冷氣 – 上學期為開學至 10 月 31 日止；下學期為 4 月 1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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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結束。
原則上每日三個時段提供冷氣 – 09:50~11:50、13:30~15:00、
17:00~19:00。
其它時段若有空調需求須提出申請。
問題27. 設計大樓旁與 CC 棟中間的斜坡，柏油路希望能鋪平，否則下雨，
推車會造成很大的不便。
提問人：動漫⼆甲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經查目前鋪面情況無立即危險之情況，而所提
之建議經廠商估價約 114,000 元，年度尚無此專案預算，待酌餘
款項足夠再提案處理。
問題28. 星期二第 8 節時 EE309 的冷氣會自己突然關掉又開啟。
提問人：應日⼆甲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感謝告知，經查 EE309 星期⼆第 7 節、第 8
節及第 9 節目前皆有排課，理應不會因為課控問題造成，有可能是
溫度設定到達所致。
問題29. 希望暑假有冷氣。
提問人：資傳⼆⼄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桃園校區暑假期間各棟大樓冷氣有別於平時上
課是有管制，而管制方式是經主管核示後公告之，其內容如下：
桃園校區暑假(108 年 07 月 01 日~108 年 08 月 31 日)空調
監控管理措施如下：
1. 冰水主機開啟時間如下
(1).S 棟、AA 棟及 Q 棟 - 星期⼀至星期日 08:00~17:00。
(2).M 棟 、 P 棟 、 CC 棟 及 FF 棟 – 依 學 校 表 定 上 班 時 間
08:00~16:00。
(3).三舍及商店街 – 依學校表定上班時間 09:00~16:00。
(4).BB 棟、EE 棟、體育⼀館(R 棟)及體育⼆館(DD 棟) - 若無特
殊活動不開啟空調。
2. 送風機在課控或時控可開啟時段，如為冰水主機開啟時段可供應
冷氣，其他時間僅為送風。
不便之處，敬請諒解及配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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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30. M 棟 2 樓男廁沒有隔板。
提問人：數媒⼀甲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本組已於 10 月 12 日由水電同仁協助將設計大
樓 2、3、4、5 樓男生廁所內，完成每組小便斗之間增設隔板事宜。
問題31. 宿舍熱水可以提早 1-2 ⼩時嗎？習慣早洗的同學沒有熱水可使用。
提問人：公事⼀甲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本組對於宿舍熱水管制是依學生手冊配行管制
辦理，另於非熱水供應時間，請同學可利用各宿舍(1 舍:2F 淋浴間
-近操場；2 舍:1F 面大樓右側曬衣間；3 舍:3 樓曬衣間及 4 舍:5F
曬衣間)所增設投幣式淋浴間，加以使用。
住宿服務組回覆：
1. 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四款第三項，本校學生宿
舍沐浴熱水供應時間為星期⼀至星期日，上午七時時至九時，下
午六時至十⼆時，宿舍燒水時間共計七小時，寒暑假期間，依狀
況另訂定。
2. 在各宿舍大樓設有投幣式淋浴間，沐浴熱水 24 小時供應，住宿
生在熱水供應以外時間，可善加利用。
問題32. 希望女二舍和女三舍⼀樣，每層樓都有電鍋，也不用押證件。
提問人：餐旅⼀甲
住宿服務組更新回覆：女⼆舍因早期建築隔局無配饍台空間，為了保障宿舍
安全，同學若需使用電鍋烤箱，請同學至⼀樓櫃檯押證借用，有櫃
檯同學及宿舍老師保管與管制較安全。
問題33. 德明宿舍插座是用延⻑線，1 人 3 格不夠用。
提問人：數媒⼀甲
住宿服務組回覆：德明宿舍每床位分配⼆個插座，位於書桌或衣櫥後面的牆
面上，為方便同學使用，經過⻑期使用後，有些延⻑線損壞不敷使
用，有的延⻑線仍存在，住宿生若有需要，可⾃行購置延⻑線，但
提醒住宿生，每個人若同時使用多孔插座，恐會造成超過電量負荷，
危及宿舍安全。
問題34. 希望社團(國樂社等…)經費可以多⼀點。
提問人：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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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回覆：社團活動經費之審議及分配由學生議會負責，於暑假
期間，學生議會依據社團繳交之單項活動經費申請表以及活動企劃
書分配各社團活動經費，經過三次申請及審查、學生議會公告後即
為各活動經費分配結果。108 學年度上學期經費分配總額為
1,009,000 元整，相較於前⼀年同時期 107 學年度上學期經費分配
總額為 566,045 元整已大幅提高。
經查國樂社於三次審查中，第⼀次及第⼆次審查皆有申請，但
第三次審查並無申請紀錄，若社團認為學生議會分配的經費不足應
於第三次審查時繼續申請，並且與學生議會直接溝通，向學生議會
反應社團的需求，將由學生議會決定是否再提高該活動經費。
問題35. 室外籃球場內側靠牆左邊及中間的籃框會割傷人。
提問人：醫管⼀甲
體育室回覆：已申請整修，請同學勿做灌籃動作，以確保安全。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已於 10 月 24 日上午針對尖銳焊接處利用戳
刀進行磨平。
問題36. 成功校區多增加店家，如便當店類型。
提問人：公事⼆甲
第⼆餐廳回覆：成功校區之櫃商目前有提供熟食餐點之服務，是否增加便當
種類會有成本及市場需求之考量，本公司會將同學意見轉達至櫃商，
謝謝！
問題37. 自助餐食物可以保溫，才不會冷掉。
提問人：資傳⼆⼄
第⼆餐廳回覆：⾃助餐之餐檯均有隔水加熱（保溫）裝置，因此針對食物的
保溫應該沒有問題，本公司亦向⾃助餐櫃商詢問並現場場勘，其餐
台之保溫裝置均正常運作中，謝謝！
問題38. 英文網修問題很多，老師⼀次顧 2 個班級很忙，根本無法解決同
學的問題。
提問人：公事⼀甲
英語教學中心回覆：
1. 英文網修課程對同學而⾔，確實是⼀項新的學習模式。請同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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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參閱 9 月 29 日上傳在 Moodle 上有關修習本課程的重點說
明。若同學仍有疑慮，歡迎隨時與實習課輔導老師反映；或與英
語教學中心的老師預約，重新檢視課程學習模式說明。
2. 兩班連線若產生問題，而恰巧老師無法兼顧時，事後還是請將問
題反映給該堂課的老師，或到英語教學中心留⾔，中心會盡速處
理。
3. 桃園校區聯絡窗口：陳老師(Jessica)分機 5102。
問題39. 希望英文網修改為真人授課，真人授課或許更有成效，因為有部
分同學在家網修容易分心、偷懶。
提問人：醫管⼀甲
英語教學中心回覆：
1. 若同學能再仔細參閱 9 月 29 日上傳在 Moodle 上有關修習本
課程的重點說明。就可以明白：本中心所規劃的英文網修課程，
並非完全沒有老師指導或輔導。而且更具優勢的是：能找出同學
在學習上的問題並給予協助。
2. 同學若仍有疑慮，可與實習課的指導老師或到英語教學中心洽詢。
問題40. 大⼀及有使用應用英文線上課程的許多同學反映系統的不⽅便，
以及沒有老師面對面授課，難以學習到所需知識，因此希望可以
有老師替我們上課，而非使用線上課程。
提問人：電通⼀⼄
英語教學中心回覆：
1. 應用英文網修課程並不等同於完全沒有老師，而且更具優勢的是：
能找出同學在學習上的問題並給予協助。
2. 課程除在實習課進行教材補充及學習評量之外，中心同時全時段
開放，供同學在 Moodle 平台線上預約老師諮詢時間，可隨時
解答同學學習上的問題與疑點。
3. 此外，除每學期有兩次面授時間之外，同學有任何疑問均可利用
線上預約與老師面談諮詢。
4. 至於系統使用不方便的部分，將逐步維修改進。
問題41. 網修英文的系統出錯過⾼，如：選擇正確答案無法開啟下⼀題，
選錯誤答案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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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數媒⼀甲
英語教學中心回覆：
1. 系統問題已經資網處協助檢視，並逐步予以處理。
2. 之後若還有問題，請於當下即時反映給實習課的指導老師。
問題42. 必修安排希望可以避開第 4 節、第 5 節，有同學要在學餐打工，
會沒辦法好好排班。
提問人：動漫⼆甲
動漫學程回覆：
1. 同學你好，學程課程安排力求達到師生最大效益，盡可能盡善盡
美，以符合課程架構、授課教師時間、學生出席、以及課程教室
等做⼀全盤性的考量與安排。
2. 依歷年來學生出席狀況分析，第 4 節以及第 5 節時段是學生最
能夠出席上課的好時段，故課程常安排在此，如因此而無法讓少
數想打工的同學排班工作，學程辦公室在此勉勵同學以學習為主、
打工為輔，好好⾃行斟酌與思量，必能排出滿意的課表與班表。
問題43. 3D、軟體類課程固然重要，但並不是每個人未來的走向，不是說
老師不好，而是並不是大家必要的，希望能多點漫畫相關、手繪
的課程。
提問人：動漫⼆甲
動漫學程回覆：
1. 同學你好，本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走向分為動漫實作、文化創意、
及商品行銷，其中動漫實作以動畫為主軸，因應科技化時代，⾃
大⼆起，動畫課程漸增軟體運用，目的在強化學生融合手繪與電
腦之能力，並且規劃 3D 電腦動畫課程為本學位學程必修課程，
期望學生累積電腦繪圖競爭力。
2. 學程於動⼆甲大⼀下學期有進行學習地圖課程，詳細說明大學四
年課程規劃以及畢業後銜接就業的方向，再加上此次面對面答覆，
如果同學仍有疑問，歡迎親洽學程辦公室，隨時歡迎同學提供想
法與建議。
3. 同學相關提議將於學程課程會議中商討。
問題44. 系上的課與通識都開得太少，許多就算開課當天搶課也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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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無課可上，雲端代理最終也頂多選上 2-3 門課，對許多有志
修課或對大三大四有更多研修計畫的人非常不利。
某些學生在大⼀搶不到的系上選修又只給大二開出寥寥無幾
的名額，致使許多人的上課權益有了莫大的損失，且系上有許多
人搶到了課，卻又因積極參與系上的課外康輔活動而頻頻缺席，
最終於是退選。
提問人：應中⼆甲
通識中心回覆：通識課程開授數目有通盤考量，依 108 學年度第１學期台
北開 63 班、桃園開 113 班，以單學期應足夠學生選課，本中心將
持續評估，若開課班數仍不足，將會加開通識課程。
應中系回覆：本系開課學分數，皆配合校訂必選修學分數的開課管制總量。
開在大⼀至大三的選修課程，建議有些可以到大四沒有必修課時，
再加以研修。
問題45. 連假或大節日前可以增加到⾼鐵的接駁車嗎？
提問人：商設⼀甲
總務組回覆：
1. 經與桃園客運協商結論如下：因受限於連假(節日)前下班尖峰時
段(16 時到 18 時)，大眾交通各路線(含各學校學生專車)排班緊
迫，目前暫無司機人力可支援加開學生專車；另考量營運成本(票
價與搭車人數難以估算)，無法增加往高鐵桃園站學生專車班次，
敬請見諒。
2. 建議同學搭乘往桃園火車站學生專車，在桃花園飯店轉搭 206
桃園往高鐵桃園站快捷公車(高鐵站下車免收費)。相關搭車資訊
可撥打桃園客運：03-375-3719 / 03-375-0040 洽詢。
問題46. 英文自學網站有很多漏洞，像是閃退，這樣上課也學不到什麼，
如果能跟真人對話可能會學到更多，像是找外師上課等。
提問人：商設⼀甲
英語教學中心回覆：
1. 中心會請貴班指導老師，向貴班了解所提的「漏洞」為何，之後
再據以改進。
2. 所謂的「閃退」應該是指：因網路斷線或電腦當機，以致於評量
或練習無法繼續。中心會與資網處持續關注這⼀部份，盡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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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發生。同時請貴班指導老師查明，是屬全班問題或是單機問
題。
3. 本課程各班在實習課中有指導老師之外，同時也開放老師指導時
間，供同學預約訪談，如此等同與真人對話。請同學善加利用。
4. 從三年級開始，本課程上課老師將全程英語授課。也有可能會有
外籍教師授課。
問題47. 成功校區木棧道有傾斜、怪聲，大約是在停車場走上去那邊較為
嚴重。
提問人：犯防⼆⼄
成功行政暨能源管理組回覆：本組當日會議結束後與反映同學至現場會勘，
針對所提現象並無立即危險之嚴重性，但基於使用者感受及服務品
質提升，將著手委商到校協助修繕。

四、 會議結束
感謝在座的師⻑為我們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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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簽奉校⻑核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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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