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務處服務滿意度調查書面意見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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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寄信的時候，文書組的工讀生很和善且親
切的幫我處理郵件的事情，覺得到學校文書組
寄信是件方便學生又受到很好服務的一件事。
我覺得聽到有些人抱怨學校的服務態度不好,
是不懂得惜福,學校行政單位提供這些服務,我
們真的很慶幸,不用多跑一趟郵局。
文書組服務態度優,學校寄信方便。
可以幫人代寄信件和包裹，非常便利，不需要
再跑郵局一趟。 文書組的服務態度良好，讓人
感覺很親切！
文書組的櫃檯人員滿親切的，效率也不錯，還
有寄信很方便，不會像有些系辦人員態度差又
沒效率。
文書組的人員服務不錯!
文書組處理速度相當快，非常有效率，服務態
度也很好!
文書組服務態度佳，職員很熱心，主動詢問需
求!! 有禮貌、親切!!
提供郵件代收代寄服務很方便唷，辛苦了！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非常感謝您對總務處同仁服務態度的肯
組員態度親切，辦事效率高。
定，總務處將秉持誠懇態度及工作效能
持續努力及改進。(總務處各組隊)
本校停車位規劃會考量交通動線，各人
行道下坡處會避免劃設停車位。
配合改善季節替換落葉量大，會請工友
同仁多加努力處理。
本校自行車停車位目前共計 6170 位，若
校內人行道下坡處均有停車位擋住下坡道，非 有不足情形，本組會在適當地點增設，
常不友善校園、(管院一館對面過馬路通往圖書 目前行政大樓東側停車位大皆有空位，
館）不應該設計停車位擋住斜坡。
敬請多加使用。(事務組)
颱風過後飲水機水質不佳，貴處未立即停用飲 1. 有關校內人行道下坡處因停車位擋
水機等措施(環科中心)。
住造成師生使用不便之處，總務處已
派員再次全面巡檢完成，經發現計有
校園環境髒亂落葉多，地上泥巴砂石過多腳踏
2 處位於管院出入口及周邊停車位
車容易打滑。
影響人行道下坡使用，總務處已召商
進行停車位調整及塗銷作業。
行政大樓與資訊中心腳踏車停車位臨時洽公不 2. 有關夜間學校室外燈光不足部分，經
夠用。夜間學校室外燈光不足。
查復說明如下：
（1） 為使校園夜間路燈維持良好照明
效能，總務處已於晚間排定輪值
人員進行巡檢工作，如發現路燈
故障情形，將立即召商修復，俾
維護學生師生安全。

（2） 有關學校師生前建議於龍潭路或
部分路段增設或改善路燈部分，
總務處已協同學生會向斗六市公
所爭取於辦理龍潭路改善工程時
增設路燈，並於反映處所改善照
明完成(如工程學院建築物間增
設照明及辦理路燈暨庭園燈更換
為節能燈具等)，學校師生倘仍有
建議改善處所，可電洽營繕組李
俊賢先生 (校內分機 2447)或以
電
子
郵
件
通
報
(leegs@yuntech.edu.tw)，將於
獲報後儘速協助處理。
另為再詳實瞭解學生夜間照明需求，總
務處已安排協同學生會人員共同巡檢校
園，將依勘檢結果改善。(營繕組)
關於颱風過後飲水機水質不佳會影響
RO 飲水機過濾效果，本中心會請各系所
辦公室負責人員將強飲水機管理。(環科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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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組用印、收發公文品質效率好，櫃臺信件
包裹處理細心；大家服務態度都很親切，如有
任何公文、信件等相關問題會耐心詳細解答！
謝謝玲慧姊與淑華姊總是面帶笑容地打招呼親
切問好，也非常有效率地處理事情!是學習得好
榜樣! 謝謝麗秀組長愛學生的心! 謝謝景文姊
耐心且親切地協助! 謝謝麗玲姊、乃菁姊耐心
地指導公文! 謝謝總務處的同仁，讓學校的各
項建設都很棒，處理效率佳! 謝謝... 辛苦您
們了! 祝福您們每一天都有滿滿的喜樂在心頭
迎接美好的每一天:D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非常感謝您對總務處同仁服務態度的肯
定，總務處將秉持誠懇態度及工作效能
持續努力及改進。

本校自行車停車位目前共計 6170 位，若
有不足情形，本組將會爭取經費在適當
地點增設。如最近本組規劃於設計工坊
北側增設 30 餘位自行車停車位。另因考
量校園景觀綠美化及行人交通安全，本
校各樓館正面及中軸線二側不宜設置車
位。
各學院廁所香皂或洗手乳可至本校保管
組領取。(事務組)

單車車位不足，人科二館正門無停車位相當不
便；二館停車場通往二館後門的路都是沙子，
行走磚已被掩蓋。校園內單車停車場及龍潭路
機車停車場許多廢棄單車長期占用車位，舉辦
腳踏車拍賣後仍很多廢棄單車(環科中心)。各
學院廁所應配置香皂。(事務組)
人科一館廁所間數嚴重不足，尤其三樓。(營繕 有關反映人科一館廁所間數嚴重不足部
組)
分，經查現有衛生設備設置符合建造當
時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惟為符合現況
使用需求，學校已籌編改善經費，並於
本(105)年度辦理改善工程。(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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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中心會於每學期開始加強對單車
停車場及龍潭路機車停車場疑似廢
棄腳踏車之拖吊。
二、每學期會針對校區內各腳踏車停車
場進行似廢棄腳踏車拖吊工作，104
年處理疑似廢棄腳踏車 660 輛，105
年 3 月份 350 輛，兩年內一共處理
1010 輛。(環科中心)
己告誡司機同仁遵守交通規則注意行車
部分校車司機開車時速度相當快，覺得太危險。
安全。(事務組)
文書組服務態度良好。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文書組 1.服務態度良好 2.郵件處理有效率。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非常感謝您對總務處同仁服務態度的肯
辛苦了~
定，總務處將秉持誠懇態度及工作效能
持續努力及改進。(總務處各組隊)
工讀生服務態度親切，熱心協助處理問題、信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件未取主動通知，十分貼心。
本校為配合政府”圾垃不落地”政策
(不宜設置公用垃圾桶)，及維持校園清
潔，故於校園戶外設置 17 處垃圾桶，提
供全校師生丟棄於校園內產生之垃圾，
垃圾桶很少,丟垃圾不方便。
但因有些師生或校外民眾將家用垃圾丟
棄本校垃圾桶旁，不僅影響校園清潔且
導致流浪犬亂咬造成亂象。敬請配合”
圾垃不落地”政策，配合垃圾車時間將
垃圾丟棄於垃圾車。(事務組)
信寄到了，我太忙忘記去拿，可是文書組還會
寄信通知我，我真的覺得很貼心，學校的文書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組真的很對我們來說很方便。
上次去寄信，一個男工讀生很親切，謝謝。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文書組的服務態度良好，速度又快，謝謝您們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平時幫我們收東西!辛苦了~
1.本校校園花樹均會定期修剪，若師生
覺得應修剪時，亦可填寫花木修剪表或
逕洽事務組處理，事務組會儘快安排時
間與機具處理。另管理學院草皮己請委
1.管理學院附近的花草已經長到炸出走道，沒 外廠商處理，颱風季折斷樹技落葉都己
有修剪，地磚也起伏到危險的程度。靠近停 清理。(事務組)
車場處(包括機車停車場)更扯，樹木因前幾 2.為避免或降低因工程施作影響學校教
個星期的颱風折斷、落葉一堆，至今都從未 學活動，校內重大整修工程大多安排於
清理，讓人覺得學校的環境非常噁心，也會 暑假期間施作，並盡量於開學前完工。
容易產生病媒蚊。
惟查 104 年度所辦理管理二館地下室淹
2.管院施工施工進度十分緩慢，通道也無法使 水改善工程，因暑假施工期間適逢發生
用，造成眾多人的不便，希望能盡早完工。 多次颱風及豪雨侵襲，導致施工期延長
影響師生活動，該項工程已完工使用，
對於施工期間造成影響及不便之處深感
抱歉，未來當詳加注意及管控工程進度。
(營繕組)

24

25

收發的阿姨態度親切和善，但希望能夠可以加
強(文書組收發!!!!男工讀生)的訓練及應對，
態度並非良好。
收發的工讀生對人非常不友善，希望可以加強
對領包裹同學的態度以及對宿舍收發郵件同學
的態度，沒必要口氣那麼差，感謝，辛苦各位
大哥大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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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區後方停車場的樹木都未修剪，路燈都爬
滿藤蔓了，完全沒有照明功能，學校機車停車
場太少了，尤其是龍潭路的停車場和體育場旁
的停車場，不夠使用，希望停車場能增設遮雨
棚。

27

人科二館臨時停電(跳電)問題過於頻繁，導致
貴重儀器有受損狀況發生，麻煩請學校重視這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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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很多落葉要清掃 學校宿舍最近兩次停電、
一次沒熱水，辛苦了~
薪水超級慢下來，請問是以為大學生都是爸媽
給生活費嗎?我還要拿錢回家好嗎!處理經費尤
其是學生薪水，本來都是 10 號，上個月 17 已
經很誇張了，這個月呢?是要更慢嗎?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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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總務處全體同仁的辛勞。另外,推薦保管組
-林青青小姐及出納組-張永慧小姐 為本校優
良教職員。

感謝同學或同仁的建議，已轉知本組同
仁，將會再加強服務態度，提昇服務品
質。(文書組)
感謝同學或同仁的建議，已轉知本組同
仁，將會再加強服務態度，提昇服務品
質。(文書組)
宿舍區後方停車場的樹木都己修剪，路
燈藤蔓己清除。(事務組)
本校機車停車位已有 5194 位，目前南側
門及校園西側停車位大皆有空位，敬請
多加利用。另為配合教育部鼓勵學生搭
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及交通部公車入校
園專案，學校不宜再增設機車停車位。
停車場增設遮雨棚之建議，在不影響校
園景觀及建築法規原則下，本組將配合
需求，提校園規劃委員會審議，俟會議
審議通過後，再編列經費、並經核撥經
費後，依各處之需求急迫性設置遮雨棚。
(事務組)
1、為維持學校供電穩定，學校每年度均
委託專業廠商進行用電設備維護工
作，各年度並持續分期分區更新校舍
高(低)壓用電設備，俾降低停(跳)電
次數。惟供電時間仍可能面臨因雷
擊、老鼠或老舊設備故障等原因影響
供電，總務處當加強巡檢維護及汰換
老舊設備，以提高供電穩定度。
2、另為降低人科二館因臨時停電(跳
電)問題導致貴重儀器受損情形，總
務處已邀集專業廠商評估可否於停
電時改由緊急發電機供電，惟囿於發
電容量不足及使用用途不同而無法
辦理，廠商建議可依各別貴重儀器使
用需求購置蓄電容量較大之不斷電
系統設備因應較為妥適，並供需求單
位參考使用。(營繕組)
季節替換落葉量大，會請工友同仁多加
努力處理。(事務組)
學生薪水係由業務單位送出付款資料，
經主計室開出傳票後，由本組付款，本
組均以最快速度付款。有可能是業務單
位較慢送出付款資料導致，將在相關會
議宣導，請業務單位依時限送出付款資
料，以確保如期付薪。
感謝同學或同仁的肯定，本組將會繼續
維持並再加強服務態度，提昇服務品質。
(出納組)

謝謝肯定。(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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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望學生證能結合搭公車的功能，相信一定
可以提升大家的搭乘意願以及達到節能減
碳的目的。
2. 對於學校的文書組很滿意!!!裡面的同仁都
很親切而且很願意幫忙同學，謝謝您們，加
油!!
學校對校園樹木的修剪，實在太令人痛心了，
以前學人宿舍那排樹被剪成大光頭，結果就死
掉好幾棵，一直到三年多之後，都還未能恢復
昔日的綠意，如今奄奄一息。管理學院靠龍譚
路那排樹，日前也遭到理光頭的命運，看到這
些樹木被這樣粗暴的對待，實在很痛心，只看
到學校花很多錢請外面的廠商來破壞學校的環
境。

1.本組已分別邀請一卡通及悠遊卡業者
蒞校說明相關事宜，並邀請本校相關單
位與會。(含學生證業務單位)(事務組)
2.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學校對校園樹木修剪基於安全及環境景
維護都按季節選擇最佳時間做修剪，讓
學校景觀樹木生長更健康更綠意盎然。
(事務組)

一、 關於管理學院飲水機卡垢嚴重，本
中心請飲水機維護廠商加強清理。
二、 105 年 1 月份新簽約飲水機維護廠
商已完成全校 158 台飲水機檢修。
三、 倘若發現水質上、機台清潔上有問
管院飲水機卡垢嚴重，未曾清理，嚴重危害學
題，請立即連絡每座飲水機旁皆貼
生健康。(環科中心)
有維護廠商連絡電話，若發現飲水
機故障，請連絡飲水機維護廠商，
或各系所辦公室人員，或環境安全
科技中心分機 2834 鄭江海先生。
(環科中心)
非常感謝您對總務處同仁服務態度的肯
還不錯。
定，總務處將秉持誠懇態度及工作效能
持續努力及改進。(總務處各組隊)
一、學生郵件收到後，文書組會鍵入系
統發 E-mail 通知。
學校擋信之問題貴單位是否明瞭學校系統會擋 二、Mail 發不出去的郵件，系統會告
住收發室的通知信函，以至於學生不知道發票、
知，本組會以電話通知系辦協助通
器材已到了收發室而無法提領帶走。收發室職
知。
員態度問題當本人再去收發室收信並反應為什
麼貴單位沒有信件通知，貴單位的職員理所當 三、系統擋信時，收件人和文書組系統
都無法得知；曾建議資訊中心改
然的說「沒收到信，怎麼不來找」。本人疑問
善，資訊中心亦有更新 Web mail
為職員之回覆態度究竟為情緒反應或貴單位的
職員訓練一向如此?如為情緒反應；請了解此發
功能，為防漏洞，七個工作日未領
言對於貴單位處理事情並沒有幫助。如為職員
取的郵件，文書組以電話通知或請
有所不服，本人可以再去收發室找該位職員理
系辦協尋收件人領信。
論學生及職員有各自業務需要處理，我無法接
四、收件人可以由單一入口查詢到是否
受的事情為該位職員所講的那句話屬於射後不
有自己的郵件此系統是即時系統。
理，躲在屏風後講一句沒有建設性的話，我相
信對於業務與問題處理沒有正面幫助。

五、對於 Web mail 系統擋信，實在無
法得知，「沒收到信，怎麼不來
找?」並沒有惡意，如果收件人不

反應，文書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
只會日後努力尋找學生來領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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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常 Web mail 未能通知可能信箱
滿了未整理，如有更好的方法可以
提供給我們，謝謝指正。
(文書組)
1. 為改善雲夢湖水質較髒情形，學校
前已辦理清淤泥整治工作，未來如再辦
理相關清淤作業時，當依反映寶貴意見
加強監造作業。另雲夢湖橋梁正下方淤
泥因湖床鬆軟及高度受限，機具難以靠
近進入挖掘，改調整於橋梁上游挖掘深
槽溝及下游增加挖掘深度方式，藉由水
流沖力清除淤泥，特此補充說明。
2. 另為降低污物進入雲夢湖影響水
質，總務處已於 104 年度完成活動中心
及體育館污水改排放於校內污水下水
雲夢湖先前清淤泥整治工程，不知是否有確實 道，俾提升雲夢湖水質。(營繕組)
監工?施工後雲夢湖依然很髒!學生宿舍區(近
G 棟)連接至諮商輔導中心之橋梁正下方淤泥 一、關於發現 RO 飲水機有異味時，請連
完全沒有清除，就草率完成工程，應該檢討!飲
絡維護廠商(每座飲水機旁貼有維
水機的水有異味，請確實為全校師生把關(環科
護廠商電話貼紙)。
中心)，感謝您!!
二、若發現飲水機故障，請連絡飲水機
維護廠商，或各系所辦公室人員，
或環境安全科技中心分機 2834 鄭
江海先生。
三、本校皆使用程控式殺菌冰溫熱逆滲
透飲水機，本中心對於飲水機每週
進行清洗濾芯維護保養一次，並檢
測水中 TDS 值，每三個月更換前置
濾芯及活性碳，每三個月委託環保
公司實施水質檢測，至今為止飲水
機的水質皆合格，請全體教職員工
生放心使用。(環科中心)
萬總務長領導風格值得肯定，默默為學校付出
許多心力，且對外為學校爭取許多福利。總務
謝謝您的支持與肯定，本處日後仍會秉
團隊成員服務成效佳，是雲科大很出色的單位。
持積極誠懇的態度持續努力。
總務長室秘書李玲慧小姐行政能力強，待人親
切，處事圓融，值得嘉許。
非常感謝您對總務處同仁服務態度的肯
很好
定，總務處將秉持誠懇態度及工作效能
持續努力及改進。(總務處各組隊)
1. 管院鐘聲很小聲，已經將近一學期，一直沒 1.有關管院鐘聲過小部分，經現勘結果，
修好。
2. 總務處公務信箱無專人回覆，營繕組公務信
箱甚至已經爆掉，也無人處理，擺明了就
是公務人員心態。

管一館及管二館正常，管三館鐘聲因關
閉而未運作，造成部分處所鐘聲過小，
目前已派員修復完成。
2.經查本組公務信箱管理人員，因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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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辛苦了~
總務處同仁都很辛苦，大部分服務都很好，但
就是出納組少數同仁態度上沒有很好，雖然妳
應付得是全校，但也不用給人家的態度那麼不
好,以上淺見。
希望 G 棟後方的停車棚可以增加，或許是機車
暴增的關係，常常都會找不到有車棚的停車格，
另外自己的安全帽就不宜掛在車廂鎖上了，因
為要擔心下雨的問題，這點較不方便，每每都
要提心吊膽，然後也要拎著安全帽走回宿舍。

假造成信箱延誤處理，已請同人落實職
務代理，並確實處理公務信箱郵件，再
次謝謝您寶貴的意見，爾後當詳加注意。
(營繕組)
非常感謝您對總務處同仁服務態度的肯
定，總務處將秉持誠懇態度及工作效能
持續努力及改進。(總務處各組隊)
感謝同學或同仁的建議，本組將會再加
強服務態度，提昇服務品質。

在不影響校園景觀及建築法規原則下，
本組將配合需求，提校園規劃委員會審
議，俟會議審議通過後，再編列經費、
並經核撥經費後，依各處之需求急迫性
設置遮雨棚。(事務組)
一、本校停車場內無停車證車輛多係為
師生及洽公、開會、舉辦活動或研
管理大樓旁停車格(場)停車困難，發現很多車
習之賓客車輛，停車場之使用亦以
輛都無通行證，顯示管理方面有問題,校內車位
上述人員為主。
應以校內師生停車權益優先，而不是主要提供 二、管理學院三館周邊（西側及北側）
給鄰近的商家或住戶當做停車場使用。
經常留有許多空位，轉個彎多走幾
步路即有停車位，請多加利用。
(駐警隊)
校園噪音多，寧靜校園只是夢。
1. 學校開始使用吹葉機，使用吹葉機後，它真
的是寧靜校園的殺手：吹葉機噪音很大，教
吹葉機是要讓校園環境以最有效率最短
室內無法上課；它燃燒汽油，廢氣污染校園；
時間恢復美麗乾淨校園，使用時間往後
它吹起的灰塵漫天，周圍幾十公尺內，人人
會請同仁注意遠離上課教室。(事務組)
退避三舍。大家真視而不見嗎？
2. 各棟建築內、外均裝了很多鐵殼大喇叭，聲
音太大了，噪音…，何時才有寧靜的校園？
委外合約經費限制只能每日掃一次，平
應外系廁所清潔度有待改進!! 二三樓以上的 時維護還請使用人拿出公德心共同維
護，如有辦理活動通知事務組請委外廠
廁所幾乎沒打掃。
商機動配合打掃。(事務組)
委外合約經費限制只能每日掃一次，平
時維護還請使用人拿出公德心共同維
人科二館廁所環境有待加強。
護，如有辦理活動通知事務組請委外廠
商機動配合打掃。(事務組)
東西寄到學校，有文書組代收真的很方便，在
謝謝您！肯定我們的付出。(文書組)
學校寄信不用跑郵局，方便!!!
「校園安全無
本校校園大，希望學校能多加關心學生夜間在 一、本校校園屬開放空間，
虞」是全體師生共同努力的目標。
校園內的安全。應增設攝影機並派駐警隊在校
二、為保障個人人身安全，深夜請大家
內多加巡邏避免有不肖人士夜間對學生造成安
避免單獨行動或走有路燈的道路，

全上的問題。 龍潭路紅線全天候禁止停任何汽
機車，希望學務處能多加關心與強制請警察開
單舉發以維護其他學生與用路人安全。

不要走昏暗小徑或至偏僻區域，讓
有心或不肖人士無機可乘。
三、本校駐警隊在學校各主要出入口設
有 72 支監視攝影機，並加強夜間巡
邏 2 小時打卡乙次，亦設置 28 處巡
邏箱，以維護校園安全及秩序。
(駐警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