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3學年度第2學期

「校長與學生有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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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學生議長宣宏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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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休系】換發國際學生證

教

務

處

於4月15日校務會議已決議，

若是本校學生到國外實習或交

換，需國際學生證就可至註冊

組申請，若是個人使用就需自

費。

2 【觀休系】教學大樓有些桌椅已經需要汰換了

課桌椅為事務組業務，若同學

發現有課桌椅需要汰換教務處

也可協助轉知。

3 【觀休系】

學期末教學評量為什麼無法選擇大部分為偏

差的選項，選擇較多＂不好＂就會被說＂你

的評量不符合邏輯，無法送出。＂

教學評量在設計時有兩題是測

謊題，但其實還有兩題是對應

的被測謊題，例如說「任課教

師不遲到早退」以及「不按時上

下課常常缺席」這兩題，很多

同學以為只有兩題但其實是有

四題，所以才送不出去。只要

這四題是符合邏輯的其他你要

打成最低分的還是一樣可以送

出，所以可能是學生的認知上

和我們的宣導上沒有落實。

4 【養殖系】

針對生物統計學的老師，曾表達其上課方式

使同學無法吸收(用原文上課)，盼能改變其

教學方式，達到上課的目的。

教務處尊重教師教學自主方

式，如果學生真的有什麼意見

的話，可以在教學評量下備註

欄部分書寫方式給予老師建

議。
養殖系回應：

一、配合校長國際化理念。

二、尊重任課老師教學方式。

5
【學生會彙

整】

教室該有的設備(粉筆、板擦、投影機…等)是

否可以定期整理維修?

教務處是負責擴音機、投影布

幕還有單槍的部分，如果是這



三個部分有任何的損害可以立

即通知教務處，另外教務處也

定期在每個學期末做統計，如

果發現有問題會立即請廠商來

做修繕。

總務處補充說明：

粉筆及板擦的部分，原則上一

般教室都分配給各系去管理，

而相關設備有缺少或課桌椅損

壞，應立即向系上助理反應，

若需要修理我們總務處會依照

各個系助理的回報去各個教室

做修理。因為管理單位是在各

系，雖說財產是總務處和教務

處共同管理，但希望同學若遇

到任何桌椅需要修繕，請先通

知系助理，通過線上修復系統

通報，總務處會立即修復。

關於投影機的部分，原則上負

責的單位是進修推廣部，但還

是需由系助理進行線上申報維

修。

總務處補充說明:

所有教室粉筆與板擦皆有分配

給各系管理，若有需求請告知

各系助理；投影機則由進修推

廣部負責維修，但流程統一由

系上進行申報維修。

6
【學生會彙

整】

課程學校也該審核一下，不要只是提供書

面，上課方式或教學方式都應該去審核，而

不是放任那些不會教而學歷高的老師教學，

行政方面資訊也是慢半拍。

現在不只書面是需要教學大

綱，我們連課程的內容及教學

方式，都有在做審核，下學期

開始可能會進行每個院的科目

審核，以後不會只有老師純粹

填寫書面上的資料而已。

7 【學生會彙

整】

統計學課程可以使用電腦教學，但老師卻還

要學生自行準備工程計算機，註冊費裡明明

就有電腦及網路相關費用，而這樣似乎覺得

根本不用繳交。

這一點是老師自己的教學方

式，老師可能覺得利用工程計

算機比較能夠讓同學隨時計

算，因為不是每個同學都有一

台筆記型電腦能夠計算，至於

註冊費裡包含的電腦及網路相

關費用是我們學校收的代辦



費，是由電算中心做處理的。

資訊組補充說明：

每年從學生註冊費裡收取的電

腦及網路相關費用之代辦費主

要是用在百分之65的學校軟體

授權、百分之 20的網路設備維

護、百分之 15 的網路通訊費

用，所以不是單純只是用在電

腦教室。

8
【學生會彙

整】

各系所對立嚴重，同間教室同系的隨便用，

他系的要申請而且諸多限制，阿你們不都是

NPU傘下的人嗎?

這個問題可能是同學的誤解，

因為我們專業教室是各系管

理，每個系都有分配到自己系

的教室，以方便排課使用，各

系也會自己做維護。如果說別

系的需要用到那個空間的話，

同學需要去跟該系申請。若是

學生或社團需要使用，請至各

系或教務處申請即可，如果是

全國性考試時間皆不受理登

記。

9 【食科系】
期末考周最後一天是否可以調整，對於 7/1

要實習的學生，並無時間可以準備實習。

食科系系主任已向廠商聯絡，

會延後各實習生報到時間，明

年學期末是 6月24日所以不會

造成此問題。

10
【學生會彙

整】
希望學校公布成績可以準時。

主要是今年的期中考成績本來

是5月 8日公布，延至5月11

日，有可能影響到許多同學停

修，今年因為近招生時期，轉

檔過程稍微延遲了，針對這一

點，已修正成績系統公告的程

式，日期時間分都已設定好，

所以期末考一定會準時公告。

11 【觀休系】宿舍簡陋、會漏水、需要修繕。

學

務

處

|

生

若有發現，希望立即通知生輔

組或是宿舍長方能立即修繕。

12 【宿委會】宿舍建造希望可以更加理想。

問題描述的不是很具體，希望

能提出哪裡需改善及增設哪些

設施。

13 【宿委會】學生餐廳減少，希望盡快改善。 學生餐廳已招標6次，可能是

在宣傳或誘因導致廠商的意願

不高，生輔組已提案將學生餐

廳移至教學大樓，會再請總務



輔

組

處協助。

14
【學生會彙

整】

花火節到了，卻只有女性可以到頂樓賞煙

火，男性只能跑到教學大樓頂樓，兩性平權

上哪去了?

頂樓在災難來之前是不允許上

去的，因為頂樓有危險因素

在，除非是發生海嘯等災害需

往高處避難的情況，才能上去

頂樓，所以有女生上頂樓賞煙

火及教學大樓頂樓上賞煙火都

是不允許的。宿舍規定裡有

說，基於安全上的考量，頂樓

也是不允許前往的。

宿委會補充：

宿舍相關管理規範上有規定住

宿生禁止上頂樓，若發生將依

規定處分，除了藍天棟三樓與

采風棟四樓的交接處是開放

的，六樓頂樓並未開放，是有

鐵捲門上鎖的。

15 【觀休系】

體育館租借費用，學校不是應該支持學生舉

辦活動嗎?收費雖然有比向外收取便宜，但澎

科大可以使用並容納多數人的室內場地並不

多。
學

務

處

︱

體

育

組

收費是管理的機制，酌量的收

費以方便進行管理。

16【觀休系】體育館夏日蚊子眾多，是否可改善?
會後會與總務處討論，是否能

有什麼方式能降低蚊蟲孳生。

17【宿委會】室外籃球場的地方是否可以改為 PU材質?

若將室外籃球場改成 PU材質，

也會有因為潮濕而溼滑的問

題，若到夏季問題產生時，會

變成體育館內外的籃球場皆無

法使用，會後會盡量以維護學

生運動品質做考量來評估。

18【食科系】

學生想要了解，竟然要鼓勵學生運動的重訓

室要漲價，所以學生的健康比金錢重要?而且

此消息並未公告。

體育組因擴大重訓室需要更多

工讀生之工讀時數，其餘電費

及購入新的器材及維修全都是

學校來負擔，至於未公告的部

分，因只經過學務會議，尚未

經過行政會議及校長批准，故

不先行公告。

19【食科系】

請體育組在公布相關運動會相關事宜可以再

交代清楚些，比如說：運動會的創意進場部

分，秩序冊上並未寫清楚。

未來會盡量改善，將活動細節

盡量公告清楚。

20 【食科系】體育設備可以定期維修(比如：排球球柱)。 目前排球架雖堪用，不過部分

已有受損現象，已有在做購入



新排球架的規劃。

維修部分像是體育館講台及觀

眾席、運動器材部分，持續都

有在做維修。

21 【電資所】桌球室可否裝置電扇，改善悶熱情況。

若桌球室裝電風扇，球會受風

影響，會後會與專業人員討論

評估如何改善悶熱情形。

22 【觀休系】請問導生費是如何使用，使用範圍為何?

學

務

處

|

學

輔

學輔中心有訂定學生輔導活動

費使用，同學可以利用身心健

康中心的網頁學輔中心裡的相

關辦法來查詢，其中有寫到班

級導生費，大學部是每個學期

按班級人數乘於每個學生 220

元，由班級導師以實際金額檢

據核銷，並填寫學生輔導活動

費紀錄表，本項經費是屬於活

動業務費用性質，不得以獎勵

金或其他名目之現金方式分發

給導師、學生或班級，且不得

將此經費添購財產設備或支付

水電、電話費等經常支出，申

領及核銷皆需依照本校會計制

度辦理檢據核銷。

補充一下導生活動實施主題的

項目參考，主要是為了落實導

師的輔導工作提升師生互動及

情感，幫助學生做生活適應、

課業及生涯規劃的需求。主題

大概關於個別或團體輔導、班

級幹部會議、班級新生會、參訪

或旅遊活動、讀書會或心得分

享、體育競技活動、校外志工服

務教育、藝文欣賞及知性之旅、

班際系內或系暨活動、其他符

合導師輔導工作性質之活動。

23 【食科系】
海科大樓旁邊的停車場是否可以增設腳踏車

停車場?
總

務

處

首先會先評估場地是否合適，

第二是學校不是所有場地皆適

合增設腳踏車停車場，學校在

建築法中有許多規範，但會後

會再評估合適的場地。

24 【電資所】目前學校有遮雨棚的停車場只有行政大樓， 學校在今年跟明年會陸續增設



希望海科大樓前面也可以增加遮雨棚。

遮雨棚，海科大樓的部分可能

不會那麼快進行，學校這邊應

該會在教學大樓這部分先增

設。

25
【學生會彙

整】

學校可以提供場地讓學生做二手物品交流(參

考書.電器.大四畢業不需要也不好帶走的東

西)嗎?

通常每年都會有二手物交流，

學校沒有辦法提供特別專有的

讓學生去做交流，需麻煩學生

會或承辦的單位跟學務處申請

後通過方能實行。

26
【學生會彙

整】

海科大樓右前方停車場應加劃分隔線，並且

跟其他停車場一樣，若停超出格子外面，有

相同懲罰措施。

增設停車場前皆有做過評估，

本停車場評估後不建議增設成

一格一格的機車格，會造成空

間不足，停車數目會變更少造

成停車效益變低，至於超出範

圍會再請事務組去做督察的動

作。

27
【學生會彙

整】

教學大樓洗手間的抽風扇，到底什麼時候會

清還是換掉?

抽風扇會後會再請工員去看，

是否需要清理或替換的動作。

28
【學生會彙

整】

宿舍到教學大樓的路上，花圃中有被分屍成

很多段的陳舊水管，從上學期放到現在，搞

不好更久，你們有打算要清嗎?還是那東西是

裝置藝術?

已請營繕組去了解狀況。

29
【學生會彙

整】

雖然專業的交給專業的處理這個準則沒錯，

但是專業人離開前沒留下標準作業程序就是

問題了。請你們試著思考一下，在一場邀請外

地講師到場時，空調還沒打開要找開啟空調

的負責單位，光這個動作就花 30分鐘；要找

如何調場地擴音器音量找不到，負責單位不

會操作，最後靠學生土法煉鋼式(麥克風的線

接在標簽寫著VHS的裝置上)解決方法的使用

者的心情。學校到底有多少設施是沒有標準作

業程序又沒有專人負責的?請全面檢查。

針對本問題是否可具體說明會

議室的地點是何處，因為許多

會議室是交給專屬的單位做管

理，如果是圖書館樓上的國際

會議廳及海科大樓的國際會議

廳基本上都有專人在負責。

學生會補充說明：

此問題是由航管系學生所提

出，但敘述只有如此，所以不

知道詳細情形。

學務長回覆：

期望未來同學在提問題希望能

敘述的詳細一點，提問需要能

在更具體一點，措辭方面再多

修飾一下，以釐清問題內容。

30
【學生會彙

整】

垃圾處理室的地板凹凸不平，容易積水孳生

蚊蟲，是時候該重鋪一次水泥了。乾脆改造成

低溫垃圾回收處好了，減少惡臭和病媒傳播。

今年若是有剩餘的經費，總務

處將處理本問題。

31【學生會彙 103學年度學雜費調漲後，原102學年度有的 研 首先，學雜費有無調漲與有沒



整】
「泰國清邁暑期交換計畫」今年卻沒有繼續辦

理。

發

處

有泰國清邁暑期交換計畫完全

無關。因為學雜費是用在學生

身上，至於泰國清邁暑期交換

計畫是由觀休系主辦，系上若

無提出計畫，研發處即無法編

列。

教務長補充說明：

103年學雜費調漲過後總共為

122萬 4千 1百元整，所有收入

分配：30%學生社團，30%校外

競賽，40%清寒及急難救助。

32 【觀休系】

畢業典禮之問題，不應該是學務長個人負

責，應是學校一家之主校長來為我們解釋，

不是學校負面新聞上報紙之後才改進。
校

長

畢業典禮一直以來並沒有要學

務長個人負責，由校長負責是

無庸置疑的。至於畢業典禮是

溝通上的問題，學務處基於好

意，有學生家長反應希望能提

早，但在溝通上有些問題，最

終畢聯會決定畢業典禮的日期

是不更改的。因有時間上的落

差及溝通造成一些誤解，中間

有一些公告造成學生家長的退

票問題，這些狀況會由校長去

擔當且負責。學校有分層處理

機制，哪個層級負責什麼事

情，最終才會由校長處理。

補充問題:

1. 想詢問關於機票改期及住宿部分有價差，

學校之前好像有承諾要補助或是幫忙調整

問題，想問如果要申請該如何反應?

學

務

長

可能是溝通不良造成認知有落

差，行政會議結束後立即請學

務處同仁極力協助機票及訂房

時間改訂的問題，為了這件事

情已召開 2次會議，會議後整

個學務處全部動員希望能盡力

解決。動員後期待學生立即統

計所有家長資料方能立即處

理，並於隔天分別與畢聯會代

表及系學會代表召開會議，請

他們協助畢業典禮相關事項的

調整。在校長批決後，再一次

請學生盡快提出已訂房、訂位

的家長提供資料，學務處全力

協助調整日期。然而目前收到



2.所以學校只會幫忙協助訂房訂位的調整而

已非補貼手續費嗎?

的資料卻是退票衍生手續費的

問題，希望學校解決。所以在

訊息傳達可能有很大的落差，

後面衍生的問題校長已經非常

明確的裁示校長會處理所有事

情。

校長補充說明:

學務長已經表達的很清楚，手

續費事宜會由校長來負責。

二、 現場提問

發言代表 現    場    意    見
受理

單位
辦    理   情   形

【觀休系】

1.宿舍漏水部分不是短期發

生，已經是長期問題。

2.關於每班導生費的問題。

學

務

處

1.宿委會回覆：

針對漏水狀況，每周一、三、五皆有請技

師做修繕，有時漏水是因為建築物內的

水管破裂之類的大型工程，需要較長的

時間與經費考量再去做改善，通常會安

排在寒暑假去做處理，並沒有不處理，

只是需要相關事宜考量。

2學務長回覆:

導生活動費主要是讓導師和學生能有所

互動，會比較開放授權給各位老師去應

用是因為每個系所每個班級的老師想要

的班級經營方向不同，若真是有問題建

議直接與班導師溝通，遇見較大的問

題，可以找學務長反應和導師做溝通。

【應外系】

今年的新生說明會有北中南

三場，希望可以提供專車，

或是告知乘車名額，不要像

之前一樣，教職員及宿委會

的都上車了，系學會的同學

要各自猜拳決定是否能上

車，然後要自己花學費。

學務長回覆：

6月 3 日會由副校長主持有個行前說明

會，可以在當天提出相關的問題，關於

車費及乘坐的問題當天會有相關的負責

人員能詳細說明。

【物管系】 1. 運動會時田賽與徑賽同

時進行，只得棄權一邊

去完成另外一邊的比賽。

體

育

組

在運動會中比賽項目的裁判如果認為唱

名不到該選手即是棄權，當次跳遠即沒

有成績，我們必須尊重該項目的裁判判

決，不管從小到大的比賽都是一樣的，



不然整個運動比賽流程會亂掉。

學務長補充:

希望體育組於明年的運動會趣味競賽項

目可以更改一下，有些項目已經好幾年

沒有變換了。

2. 畢業致詞是否能精簡或

刪減一些流程。

校

長

去年因畢業典禮場地移到校外辦理造成

燥動所以辦理的並不理想，所以今年移

師回本校，學校也已經處理冷氣的問

題，所以不會有去年的情形發生。

關於畢業典禮致詞方面校長個人致詞較

短，但是校長認為畢業典禮的致詞很重

要，或許在他畢業前一刻，聽到幾句話

就能受用一生，許多學校都會邀請重量

級人物至該校做致詞，致詞並非形式而

是希望能夠找對的人講對的話，今年畢

業典禮會找對的人講對的話。

學

務

長

畢業典禮的形式希望於明年可以做一些

創新的改變，但關於流程上今年無法更

動了。

明年的畢聯會相關會議我會要求課指組

長及社團輔導員出席並有完整會議紀

錄，學務處會依會議提出的相關畢業典

禮模式及流程做後續討論。

3. 在某些會議上，有發生

補會議的情況，如課程

委員會和運動會會前

會，期望可以改善。

教

務

處

校課程委員會已經經過系、院再到校來開

會，若同學有什麼問題的話即可在系級

討論時做出反應，學校是依照系、院、校

的順序來開會的，當下每個議題即會詢

問各位委員或是同學是否有任何意見，

若有問題是會再做討論的，討論結果若

有更改會在依校決定。關於委員會成員，

不只是老師還有學生，任何會都是由系

先討論在往上的。

陸、 主席結論(略)
柒、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