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4學年度第1學期

「校長與學生有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12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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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生會長念蓁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前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陸、綜合座談
一、 學生會會前彙整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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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館夏日蚊子眾
多，是否可改善?

體

育

組

會後會與總務處討論，是否能

有什麼方式能降低蚊蟲孳生。

已經清除及清洗周遭積水

容器，並將不要的容器回

收及處理。並配合噴藥消

毒。

2
桌球室可否裝置電

扇，改善悶熱情況。

體

育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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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在規畫安裝防潮通

風設備，抽風機及除濕

機。

3
教學大樓洗手間的抽
風扇，到底什麼時候
會清還是換掉?

總

務

處

抽風扇會後會再請員工去看，
是否需要清理或替換的動作。

已於今(104)年暑假期間

全部換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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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務

處

已請營繕組去了解狀況。 已清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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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務

處

今年若是有剩餘的經費，總務

處將處理本問題。

垃圾處理室地板凹凸不平

部分，將利用 105年寒假

期間，學生在校人數及垃

圾量較少，較不影響垃圾

處理作業時，將該空間全

部整修。



編

號
問題分類 問題彙整

負

責

單

位

會議回覆

1 體育館 冬天場地嚴重濕滑。

體

育

組

由於澎湖當地的氣候狀況，將會

依長遠的計畫作考量。

2 體育館 走廊貼公告卻沒人管理。

請同學回去宣導不要再走廊打排

球，體育組將擬定相關辦法。
3 體育館 室內偶爾有人打破燈管。

4 體育館 設備老舊，燈管、天花板許久未修。

5 體育館 排球柱子更新。
已請購兩組新的新式移動排球

柱，等廠商交貨。

6 體育館 4F以上髒亂。

雖然體育組有請工讀生去清理但

希望同學能有自律，環境必須由

大家一同維護。

7 體育館 天花板時常損壞。
請同學回去宣導不要再走廊打排

球，體育組將擬定相關辦法。

8 體育館 籃球錶是壞的。 會後會做維修。

9 體育館
希望健身房可以連通，電子閘門，方便管

理，增加收入，學生才有更好的器材使用。
會再評估，因為改建需要經費。

10 體育館 希望有專屬的ＴＲＸ室。室。
體育組已在規劃中，請大家耐心

等候。

11 操場 照明大燈開多一點。

體育組因考量到燈及電的花費，

必免浪費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先

行到體育組作登記。

12 操場 壘球場地整修。

由於紅土花費較高，並因澎湖季

風關係，所以體育組目前還在思

考相關對策。

13 操場 更換壘球教練，完全沒再進行運作。

壘球教練不是體育組的管轄範圍。

學務長補充：

壘球社的社團指導老師是由學生

自行聘請，若同學有更佳的指導

教練可以由社長提出更換。

14 操場 最靠近樓梯的籃球框歪了。
會後會立即去做了解並處理。

15 操場 籃球場框架太爛。

16 操場 籃球場可否換成 PU場地，水泥地容易受傷。 會後會與主管們討論 PU問題。

17 操場 可否裝上遮陽板。
希望反應同學可以更確切提問，

是哪裡需要遮陽板等等。

18 操場 都沒在維護。 體育組希望如果有確切需要維護



的地方請提出，謝謝。

19 宿舍 不該有門禁。

生

輔

組

門禁是基於安全考量所設置。

20 宿舍 回到後宿舍的路上設太多顛簸。

側門路段是彎道可能導致危險，

所以顛簸是必要的，讓同學能減

速慢行。

21 宿舍 洗衣機怪怪的。

廠商會定期來維修洗衣機，如果

洗衣機有問題的話請同學直接和

宿舍幹部反映。

22 其他 沒學生餐廳。

現在已經在招標，目前有廠商來

詢問，已在做檢討希望能吸引廠

商前來招標。

校長補充：

學校已盡力在進行廠商的招標，

並將地點從宿舍改至教學大樓 1

樓，考量到學生的方便性，未來

要是真的沒有廠商，我們有個想

法，我們學校有餐旅系、觀休系、

物流系都有可能去實習，何不派

一組人在學校經營餐廳的想法，

但這必須由各系主任說服或讓學

生能有意願去做經營管理，對以

後畢業創業或就業都有好的歷

練，但此事有一定的困難之處，

會在相關會議提出有沒有辦法這

樣做。

23 校內抽菸 需嚴格監管。

生輔組搭配身健中心有在定期巡

迴校園，若發現校園內有老師、學

生等抽菸會立即制止，必要時會

將相關佐證資料送去衛生局做開

罰的動作。

25 校內抽菸 吸菸區太少。

身

健

中

心

本校希望能推展無菸校園，所以

才減少兩個吸菸區，希望同學能

盡力配合，先行預告往後因為推

展無菸校園可能會將吸菸區全數

關閉，到時可能要請同學至校外

吸菸區。
26 校內抽菸 吸菸區不該廢除。

學務長補充：

生輔組基本上都是以學生的身心

健康作考量，所以有需要抽菸的

同學請多走幾步路至吸菸區。



27 教學大樓 投影機設施的補強。

教

務

處

 

最近由於投影機年限到期所以做

汰換，一系兩間教室目前先換一

間，等有經費才能再做後續汰換。

28 教學大樓 E407 投影機很爛。

E407教室的投影機是舊的，汰換

工程是選擇另外一間教室所以沒

有換到。

校長補充：

若有經費希望全部更新，因為教

學設備是很重要的。

29 其他 投影機換新，無法使用無線上網。

在汰換前已告知各系及老師，目

前先以外接式無線網卡讓各系作

使用。

30 教學大樓 E408麥克風設備須改善。

觀

休

院

觀休院書面回覆: 

經查詢，目前使用正常。

31 教學大樓
E701建議安裝漢語拼音以供外籍生或僑生使

用。

觀

休

系

觀休系書面回覆:

經查詢，漢語拼音輸入法為大陸

現用漢字羅馬拼音輸入法，已研

請電腦公司前來協助安裝漢語拼

音輸入法軟體。

32 教學大樓 6F廁所馬桶沖水壞掉。

總

務

處

如果同學發現有問題可上學校網

站作登記，或是與系助理反映，總

務處會立即處理。

33 教學大樓 後方停車場沒蓋好，沒地方停車。
已於12/7日公告，已完工開放停

車。

34 教學大樓 左邊電梯不好運作。 由於機板問題，導致運作慢甚至

是門關不了，目前兩部皆已換

新，若是還有問題也可以向總務

處反映。

35 教學大樓 電梯速度有點慢，感覺不穩。

36 教學大樓 電梯只剩一台。

37 實驗大樓 1F廁所太少。
由於空間限制，廁所無法增建，

若是人多請同學去二樓作使用。

38 校園 停車場蓋太久。
已於12/7日公告，已完工開放停

車。

39 校園 學校側門防滑條可否拆除。
此題生輔組已提過，為了同學安

全問題所以必須設置。

40 熱音社 社團於地下室是否可以於社團教室/辦公室 申請冷氣

~採使用者付費的儲值方式。

將會視經費狀況納入考量是否辦

理。

校長補充：

若社團有冷氣需求也可提出申

請，但考量使用率或空間限制也



可用抽風機取代。

41 海運系
設備老舊 EX : 風浪板、獨木舟、水上摩托

車。

海

運

系

系所將在下學期增購設備。

42

資管系

電腦教室只有一間，證照課排到假日，有時

無法上課，需增加教室。

資

管

系

資管系書面回覆:

一、本系現有電腦教室一間，周一

至周五電腦教室使用率 09時~12

時、14時 30分~17時15分及18時

40~22時 30分，皆已排定課程。

另，由於電腦教室空餘時段不

足，平均每學期約有3~4門課安

排於電算中心電腦教室授課。

二、除上述時段以外，每日上午9

時以前，中午12時~14時 30分以

及晚上22時 30分以後仍可供學

生使用。

三、本系已於院務會議反應電腦教

室不足之問題，靜待院校處理。

四、請同學多多利用電算中心電腦

教室開放時段。

43 電腦教室不足，無法討論程式。

44 課程數量太少，教師跟教室不夠。

45 資工系 教室材料嚴重不足。

資

工

系

資工系書面回覆:

因(目前本學期只有古老師實驗需

要材料)，古老師回覆如下，依實

驗所需，此次購買之金額，足以

應付電子實驗與數位邏輯所需之

材料，且系上材料費仍充足。若仍

有不足，請向老師或系主任反

映，所缺之材料為何？系上一定

會滿足學生實驗之需求。

46 應外系 專案老師太忙，找不到老師問問題。

應

外

系

應外系書面回覆:

已詢問專案老師其回答皆照請益

時間(貼在 English Corner)實施

且也已公告在學校網路和系網，

若同學有課業問題假使不在請益

時間內可事先找老師預約。

47 養殖系 教室太小間。

養

殖

系

養殖系書面回覆:

養殖系第一教室規劃為60人以上

之一般教室，因一、二門課程隨低

班附讀人數眾多，乃致有空間不

足之感。

49 教學大樓 7F容易傳出煙味。 生 生輔組搭配身健中心有在定期巡



輔

組

迴校園，若發現校園內有老師、學

生等抽菸會立即制止，必要時會

將相關佐證資料送去衛生局做開

罰的動作。

二、 現場提問

發言代表 現    場    意    見
受理

單位
辦    理   情   形

電機系

學校側門至後宿路舊式減速

坡經過時太顛簸，風大時經

過很危險建議改為新式不要

這麼顛簸，也能達到減速、安

全效果。

總務處

將會視經費狀況納入考量是否辦理。

校長補充：

增設減速坡是要必要的，增設的目的為

達到行車減速以確保大家的安全。

羽球社 羽球館是否能增購大型拖把?

體

育

組

會後會將大型拖把放置羽球館。

電機系

今年熱舞大賽行程一直更

改，流程也一拖再拖並且沒

有很詳細，假日在舞台上練

習的系，當天別系活動結束

後體育館照明燈便關閉，去

體育組也沒有人在。

近年體育組組員更換頻繁，尚需了解業

務，若有行程耽誤問題請見諒，照明的

部分可能是溝通上有問題會後會再做處

理，照明部分不是由體育組管理，體育

組只能開籃球場上的燈，希望同學未來

有問題可以即時反應，不然會喪失權

益，此次熱舞大賽有評審方面的問題，

又與其他活動有衝突，所以才一直作修

正。

校長補充：

希望在活動前的事前規劃能做好，不要

未做好規劃便提出計畫。

實驗大樓 E508教室電腦老

舊，電腦台數不夠讓同學作

使用，想問是否能撥一些經

費來做維護。

校長回應：

希望同學有問題能和系上即時反應，各

系都有分配經費，攸關學習上的事情已

嚴重影響到你們的權益。

餐旅系

宿舍洗衣機由於使用者過

多，會有洗不乾淨的情形，

是否能平時就自行清洗洗衣

槽，不要等到廠商來做維護

才作清洗。

生

輔

組

每個月都會做定期維護、清洗、保養、上油

等等，近期因熱舞大賽所以住宿生使用

洗衣機較多，導致較為髒亂，會再請保

養的幹部作討論並加強清理。

餐旅系

目前停車場已改建完畢，建

議是否實驗大樓及圖書館的

停車場也能在水溝蓋及路的

不平上作改建，以及操場上

停車部分地上的凹洞立機車

中柱時的不方便。

總

務

處

明年度有編列 450萬去改善圖書館後面地

板以及停車棚，有關操場停車位的明年

也會一併改善。



陸、 主席結論(略)
柒、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