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3學年度第1學期

「校長與學生有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12月 10日上午10時 10分

貳、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參、 主持人：王校長瑩瑋、賴學生會長宣宏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前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陸、

102學年度第2學期「校長與學生有約」會議

前  次  會  議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編

號
會議前意見彙整

受

理

單

理

會議回覆 執行情形說明

1

操場六日是否可以使

用（設定自動斷電系

統）

體

育

組

燈是由體育組負責管控，但禮

拜六日職員不上班，若學校支

付電費，可用自動控制的。

冬季戶外較無運動人口，

夏季則以先開啟少許照

明，若有其他需求請另外

告知，以節約能源，避免

造成浪費。

總

務

處

使用自動斷電系統是可行的，

但還是請學務處提出需求。

已連繫體育組，並將協助

該組利用現有時控系統，

增設六、日時段，以供學

生使用。

校

長

星期六和日開放學生使用基本

上沒問題，為避免浪費希望使

用率高一點，自動斷電系統技

術方面可請總務處協助。

2
體育館3F天花板掉落

疑慮？

體

育

組

天花板是屬於輕鋼架，遇到漏

水才會變質變軟，才會有掉落

疑慮，若無漏水就不會。

均整修完畢。

總

務

處  

 

輕鋼架天花板損壞，係因

學生在室內從事球類運動

所造成破壞，已請體育組

宣導，並已先行修復完

成。

校

長
會後了解，並回復原狀。

3
體育館燈管是否能盡

早維修？

總

務

處

燈桿本身有一定的載重量，經

本次校慶晚會使用，總務處請

專業技師評估後亦建議若未來

再加裝燈架有整個掉下來的可

能性。

體育館2樓舞台上方活動

燈桿，僅作為燈光投射之

用，不可另行吊掛活動帆

布或背景幕，若有不當操

作，怕造成安全疑慮，該

設備經測試運作正常，無

安全疑慮。

校

長

會後請總務處評估及了解修復

的可能性。

4
羽球館空調是否能盡

早維修？

總

務

處

因屬中央空調，維修費用約需

4佰萬，學校目前並無此預算。

羽球館已改善空氣循環設

備，請自行開啟。

校

長

會另尋財源來解決問題，先改

善空氣流通問題，下次行政會

議會列入追蹤事項。



陸、 綜合座談
一、 學生會會前彙整

編

號 提案單位 意見彙整
受理

單位
會議回覆

1 【海運系】
海運系專業教室不足(各系專業教室分配不

均)

  教

務

處

這部分需要於校園規劃委員會討

論，根據每系學生繳費比例和班

級數去規劃系所分配的教室，之

前實驗大樓都有釋出缺額，倘若

較希望系上專業教室統一集中，

那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去適度調

整。

2

【物流系】每次選課時候網路都癱瘓

這個是創校以來一直都有的問

題，因為學術網路是透過澎湖縣

網連到台灣，礙於頻寬是受到限

制的，也無法加大頻寬，同學主

要會優先選擇通識課程，未來建

議開放分時段分年級進行選課，

可以降低瞬間爆量導致網路癱瘓

的問題，但細項還需做討論。

3

【食科系】學費是否能調降

目前本校為全台學費最低的大專

院校，學校在經營上希望能維持

持平，若有調降空間也有意願做

出調降的動作。

4

【熱音社】
有新生反應，這學期的學生證，開學都已經

過 2~3禮拜還沒拿到，請問學校是否能說明?

基本上學生都能在開學時拿到學

生證，除非是聯合登記分發的學

生，開學第一天教務處才收到照

片，加上製作時間需要一個多

月，若班級晚交那會造成該班製

作過程延後，在製作過程中同學

假若遇到需要學生證，可先至教

務處申請在學證明。

5 【學生】 學校對這方面沒有給天生行動不便的學生方

便，上舖床跟本爬不上去。但跟宿舍申請殘障

房又被宿舍說只給出車禍的人住，但出車禍

是自己不注意造成的，但我們這些天生的就

只能睡地板嗎

學

務

處

︱

生

輔

組

在學生與宿舍床位管理辦法裡，

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及罹患宿疾導

致身體瘦弱或行動不便，在安排

宿舍是排第一順位。在新生入學

前分別會透過註冊組的註冊須知

和本校與學務處網站以及社群網

站等方式，公告上述有需要的新

生會優先安排住宿，另外，這個

名單還會和資源教室的名單做一

個整合，優先將符合資個的新生



安排住宿（愛心房），倘若愛心

房還有餘位的話，才會將剩餘的

愛心房撥給因為有意外事故而有

此需求的學生入住。

那大家也可以參考本校學生宿舍

輔導及管理辦法，以及在103學

年度在新生入學注意事項的第 2

點住宿申請的第三項均有特別說

明。

6

【資管系】希望有個學生餐廳

學生餐廳有不斷在進行招標，目

前已經公告3次卻皆無廠商願意

進駐，目前檢討原因可能是地點

或各方面條件問題，生輔組仍在

持續努力中。

校長補充說明:

事實上學校都有公開招標，因為

3次都流標的狀況下，檢討後可

能是地點和條件的問題，也會在

做更動後才去進行第 4次的招

標。

7

【資管系】宿舍以前就說要增建哪時候能實行

在本校的建築設施部分是有限

的，在經過校長和各科處組的檢

討之下，因為礙於蓋一棟建築物

不是那麼容易，經過通盤的考量

後，目前在行政大樓五樓已經著

手進行學生宿舍增設的部分。

校長補充說明:

在行政大樓目前進行屋頂整修部

分，那教育部也有撥一筆年度結

餘款給學校，那學校也把宿舍的

設備一次採買齊全，在屋頂鋪設

完後會做五樓隔間部分，在釋出

約 70床位，也能解決以往床位

不足的困難，若還是有此情況學

校將會考慮是否像外界租界整棟

作為學生宿舍。

8 【熱音社】請學校認真思考對社團的補助條款，現有的

補助條款，對一些辦活動需要硬體的社團根

本不夠，看是否能修正補助條款。

學

務

處

︱

課

(1) 目前已正進行學生社團相關

法規全面審閱檢討修正，並將於

下學期學務會議中提案修正。

(2) 若學生社團代表有任何修正

意見，均可藉由此會議中提出，



指

組

以做為辦法修正參考依據。

9

【熱音社】
為什麼這次社團評鑑，前三名優秀社團的獎

金是由學生會來支付，並非學校?

(1) 每年學生社團評鑑獎金均為

學校支付非學生所述為學生會支

付。且於社團評鑑實施計畫中均

有所詳細載明清楚。依 103學年

度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評

鑑實施計畫中第十四項獎勵：本

校各社團依性質別分為：康樂

性、服務性、學藝性、體能性、綜

合性五大類，取一名最高分為特

優，餘取 3名優等（不分屬性依

評鑑成績高低順序排名）。1.特

優一名:頒予評鑑總分最高者。

特優獎金參仟元、奬狀乙紙及主

要幹部三人予以記功獎勵。2.優

等取 3名：成績高低順序排名頒

發優等獎金貳仟元、奬狀乙紙及

主要幹部三人予以記功獎勵。

(2) 另學生會為獎勵社團參與評

鑑，依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

生自治會社團經費補助要點中針

對獲獎社團有補助特優社團一名

2000元、優等社團三名各補助

1000元。

10

【熱音社】
課指組是否能比照學生會，將每學期補助社

團的經費公開，讓各社團能在期末大會檢視?

每學期期末學生會均會進行補助

款彙整列表，其相關學務處補助

款及學生會補助款均為公開，各

社團於領款時均可查閱。

11

【熱音社】學校對於校內"全校性活動"之定義?

依本校社團活動補助經費補助要

點第五項補助項目及標準：校際

性活動或全校性活動中，補助原

則為各類競賽、慶典等活動分主

辦、合辦及參賽，補助金額在

1000元以上，10000元以內，將

視活動參加人數、性質及學生參

與率等等因素考量而給予補助。

12

【熱音社】

熱音社本學期初繳交社團指導老師名單時，

被課指組組長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為由，

告訴本社說候選人(蘇育德)本學期不能成為

本社指導老師，可是在期中過後，又以本校

無相關法條規範，轉為本學期可以約聘，請

相關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

中無明文規定指導老師登記為民

代候選人資格時不予聘任之條

文，但因本校為國立學術單位，

受行政中立法之規範，為此學生



校長或處室室長回答。

於十月中旬時繳交社團指導老師

資料時，承辦人曾與其溝通對於

本學期指導老師聘任可能需另外

處理方式，並需尋找相關法規依

據，是否聘任將有待商討，同時

也與該名指導老師溝通是否以請

假方式先行參選，待選後回校指

導，但在溝通後該名指導老師隨

即於FB社群網站 PO文指出是否

學校有受到壓力，學務處為謹慎

處理此案，除處室內主管進行商

討外，也尋求本校法律專員進行

法條解釋，除此之外，也再次委

請校外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諮詢

專員進行法條釋疑，經多方對法

條解釋後，因無明確法條依據，

最後以專簽簽准核發聘書。

學務長補充說明:

本學期有一社團指導老師為本年

度之侯選人，本校的處理過程皆

為行政中立，並非不給指導老師

聘書

13

【物流系】

學校體育館的喇叭壞了，有否要進行修繕，

以及老舊設備如燈光，是否有進行定期測試

檢查，以確保設備的實用性

因於民國 99年時即因長久未使

用導致過度潮溼而無法使用，經

請廠商進行多次維修及評估後，

需花費約1-2百萬元，因其使用

率及其所花費經費比率落差不符

合經濟效益，且因更新經費過於

龐大，目前將不予更新。

14

【學生】

政府給中低收入戶學生可以多借的生活輔助

費2萬以上每次都被學校拖到學期末才

給.....對於有些家境比較不好的同學造成諸

多不便

本學期就學貸款自10月 31日上

傳教育部網站彙報後，教育部在

11月 10日公布貸款學生家庭所

得查調結果，業務單位接到不合

格學生名單後立刻通知不合格學

生補件或繳費，本學期退費程序

較慢的原因是因為遇到一些不配

合的學生或聯絡不上或未繳交退

費存摺影本問題，昨日接獲出納

組通知已匯入退費同學的存款帳

戶了。

15

【電機系】

學校的辦事效率真的很差別的學校就學貸款

都下來了我們學校還在拖



16

【學生】

學校每年都有撥一筆體育競賽補助經費，

用給選手代表澎科出賽的補助經費，為什麼

這次壘球校隊去臺灣比總統盃大專組慢速壘

球賽，會申請不到？ 那時候壘球校隊的去體

育組問，結果體育組有人回應，被排球的先

申請走了，我們太慢申請了。 問題點於，為

什麼申請比賽補助還有先後順序，且怎麼會

沒有申請補助，所以先講先贏，若其他人比

較晚就都沒補助嗎？ 難道考量補助時沒有預

估比例，而是全部把經費撥給先申請的隊伍

嗎？ 想知道體育組對於這筆經費的評估方式

與處理方法

學

務

處

︱

體

育

組

每年學校會編列 20萬補助大專

盃比賽（為大專體育總會所舉辦

為主），於比賽過後依照每年學

校派出去的隊伍多與寡和所剩的

經費，再去酌以分配在全國大專

聯賽以上的比賽。

未來學生若得知今年預計出去比

賽可先行向體育組告知，我們也

會在大專盃比賽完後，把剩下的

餘款適當的平均分配在每個隊伍

上的補助。

17

【資管系】
可以把室外的排球場搭起來嗎變成室內的。不

然很浪費空間

目前學校場館規劃上，傾向室外

即室外，那礙於經費可能目前無

法做到，未來若有機會會增加室

內場館的部分。

18

【資管系】
體育館2F地板可以更換嗎？現有地板容易因

為氣候潮溼導致濕滑

這是澎科大過去到一直以來都存

在的問題，在澎湖的氣候容易潮

濕之下，我們短期內可能無法拿

出經費來更換地板，如果針對部

分更換成木製地板經費可能要

500萬以上，在這部分未來學校

會在努力，看是不是從教育部這

邊有沒有辦法額外爭取經費。

19

【資管系】室內籃球場跟 排球場 可以分開嗎

排球與排球空間本身較少，可能

在時間上的規劃，未來體育組可

以做場館使用項目的規劃，採用

登記方式來進行活動。

20

【食科系】擴建重量訓練室且免收費

這學期在校長和學務長支持下，

在第一重訓室添購 8台的健身車

等，會將第二重訓室（啞鈴區）

規劃成 freeware的器材室，在

未來規劃中希望在體育館空間允

許範圍下，爭取經費去添購以一

般學生可以做的健身運動器材。

21【物流系】車棚機車位不夠，讓很多學生只能停到沒格

線的地方，造成危險

總

務

處

在行政大樓、教學大樓、海科大

樓、體育館、學校外圍皆設有停

車格，總共有兩千一百多個停車

位，基本上是可以供應全校師生

的，如果同一時段太集中停在某

個點，就會造成供應不足，同學



也可停在離教室稍遠的停車位，

以多走幾步路的方式減少此問

題。

22

【物流系】

六日晚上完全不開燈，使得無法舉辦假日夜

間活動的，另外也只能迫使活動只能辦在平

日，而導致壓縮了事前準備的時間

同學可以提出需求向權責單位申

請，相關單位會請人去做開燈、

門。

23
【資管系】可以把整個操場建成室內的嗎

學校建置室外和室內是有一定比

例，可能還要回去再做討論。

24 【資管系】垃圾場那邊的停車場可以加屋簷嗎?坐墊燙 這個關係到建築法規問題，目前

在教學大樓旁增設木製圍牆，避

免風大倒車的狀況，那學校未來

還是會持續朝向將停車棚規劃更

完善的方向進行。

25

【電機系】學校停車棚可以多一點嗎下雨沒地方停 校長補充說明:

停車棚學校已逐歩在做，靠近行

政大樓的停車場已施工完成，目

前在進行前棟屋頂整修部分已大

致完成，同學可以多往教學大樓

的停車場停車。

26

【食科系】
學校附近的道路不平或者有視覺死角（三多

路、四維路、六合路、西衛）

在北側門部分，營繕組已規劃完

成，那因為目前營繕組在忙 5樓

施工部分，所以北側門會稍慢施

工。

27
【食科系】

冬天是否可避免高處施工，因風大危險性增

加

謝謝同學的細心，希望大家一起

小心施工安全

28
【食科系】羽球館出來的上方玻璃有裂痕、破碎

目前已將碎玻璃拿取下來，待施

工完畢後會一併整修。

29

【資管系】有什麼學校願景?

校

長　

學校定位在「重實務的教學型科

技大學」，希望大家可以學到實

用專業技能和業界接軌，朝島嶼

產業典範科技大學（家長放心、

學生信心、企業稱心）的方向邁

進。

30

【資管系】對於各系有什麼想法

以願景為底，希望各系具備一般

和專業能力，讓學生畢業即就

業。

31

【資管系】可以在寒暑假提供澎科專機嗎?

如果量大是可以考慮，目前遠東

和其他航空公司可做進行進一步

的討論合作。

32【食科系】注意僑生的需求 目前有固定會議，針對學校和僑



生進行面對面的溝通，還有其他

額外活動，僑委會也有撥一筆錢

給僑生做輔導經費，那針對僑生

的須知還會在對校內人員多做加

強。

【餐旅系】

問老師或行政人員有關僑生的問題，他們都

不知道，常常要靠自己去尋找解答（例：機

車駕照問題）。

二、 現場提問

發言代表 現    場    意    見
受理

單位
辦    理   情   形

【學生會】

在行政大樓5樓增設學生宿

舍，那有考量到門禁和隔音

的問題嗎？

生輔組
基本上管理和基於尊重他人權益，生輔

組－宿舍都有考量進去。

【觀休系】

假日辦活動申請完後，就可

以免費使用，並按照平日辦

理嗎？也不需要任何申請費

用？

總務處

若要租借那個場所，就向相關管理單位

申請（例：會議場所找總務處，系上教

室向教務處），每個單位的規定都不同。

【學生會】

這一次辦鬼屋活動，卻因為

自動關燈裝置，造成活動上

的困擾，但以往都沒有這個

問題，想向總務處說若有進

行維修作更改，可否貼出公

告告知。

體育組

此次訂定自動裝置辦法，是因為過去發

生開燈時卻無人使用的頻率太高，本次

學生會的鬼屋活動是我們的疏失，可能

沒有去做更動裝置的設定。

基於省電的原則下，體育館會留下固定

燈源供學生開啟，倘若有特殊需求，可

事先向體育組提出申請，開啟後是人人

皆可使用，如果有需要排外那可能需要

組借場地。

【學生會】

針對場地部份，社團辦理活

動受限全校性問題必須支付

租金，那他們的經費補助又

是來自學校和學生會，那是

不是可以提供學校社團無償

使用，若經費上有困難，可

否採取社團舉辦活動的歷年

資料去判斷是不是全校性活

動，去做免費使用場地或是

把免費次數提高。

課指組

針對全校性活動考量，在社團送簽呈的

時候會考量到參加人數的多寡和範圍有

多廣，去輔導社團租借更適合的場地。

體育組

在社團和各系每學期都有一次的免費使

用，之後採使用者付費制，第二次租借

以1小時300元的收費方式。

【觀休系】 請問是每個場所都有一次的

免費使用嗎？是否其他常用

的場所（演講廳）可以改成

免費借用？而且 A棟階梯教

室的椅子和冷氣都壞了。

總務處
目前只有體育館是有一學期一次免費使

用的優惠，其他則沒有。

校長 以海科大樓的演講廳為例，一開燈就會

花費不少錢，同學若考量到沒有經費只



是辦一場演講，那可以多借 A棟階梯教

室，對於 A階的損壞會盡快派相關單位進

行維修改換。

【學生會】

學生會費是否受限於大學法

的法規限制，因為之前講座

請到藝人莎莎，但是一節課

支付1600元根本無法請到。

課指組

這個問題我曾經在南區學務會議提出，

但其他大學都是依照教育部規定去支付

講師費，講師可能傾向符合教育部規定

講師費用去請講師，但若有特殊需求，

要和學生議會去溝通協調，因為經費的

審核主要是經由學生議會的通過。

【學生會】

學生會費之前有夾單一年收

取了 60萬，但這次採用無

摺存款單卻只收取了30

萬，社團營運也下降，想請

問學校方面可以在場地或經

費上給社團多一點支持。

課指組

去年和前年是採用夾單式和註冊單夾單

一起寄給學生，但今年出納組不願意，

所以這一次才會由學生會自己製作劃撥

單和註冊單一起夾單，這次也詢問過其

他學校做法都不同，有些是學生費掛在

學校的專用科目，所有的核銷必須透過

主計室，有些學校和我校往年一樣，由

主計和出納核完帳後匯給學生會帳戶，

每一種的方案程序都不一樣，但經費的

運用主要在於學生會和學生議會之間的

溝通解決。

【學生會】

社團和學校報帳都需要附上

有效發票，但有社團反應他

們找的校外贊助商也需要有

效發票，但那筆經費可能沒

有向學校要，是否可將此發

票給予校外贊助商去報帳，

將此發票改成影本給學校。

課指組

假設經費要花一萬塊，自籌款 5000元，

那決算簽呈送上來的時候必須有 5000元

的有效發票正本，和另外 5000元影本的

發票並註明將發票流向哪裡，那如果對

於收據有問題可以看之前做給每個社團

的＂收據範例＂，也可以直接到課指組

做詢問。

【學生會】

課指組負責社團只有一位輔

導員，那此輔導員請假是否

就會造成簽呈無法通過的情

況。

課指組

簽呈的流程是先經過學生會和學生議會

簽核過後，再到課指組蓋章完送到學務

長，問題基本上不會出在課指組，大部

分都是學生會和學生議會的人會有立即

去審核簽呈，才會導致簽呈跑很久。

【餐旅系】

目前系上有一位新生，在開

學前已經確認選課無誤，可

是在開學後卻發生在該課程

名單上沒有此位新生的名

字，導致他學分不夠要利用

人工加選。

教務處

可能請私下到教務處告知，是通識還是

系上課程的具體說明，會後再和學生做

了解。

柒、 主席結論(略)
捌、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