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4學年度第2學期

「校長與學生有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6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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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學生議長兆鈞

肆、 主席致詞：

伍、 前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104學年度第1學期「校長與學生有約」會議

前  次  會  議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編

號

問題

分類
問題彙整

負責

單位
會議回覆

前次會議

執行情形

1
體育

館
排球柱子更新。

體

育

組

已請購兩組新的新式移動

排球柱，等廠商交貨。

已購置2組排球柱於排球

場。

2
體育

館
籃球錶是壞的。

會後會做維修。

已將電子紀錄板線路更新，

唯喇叭部分目前處於損壞情

況。

3
體育

館

希望有專屬的ＴＲＸ

室。

目前尚在尋找設置教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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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作室內外整體檢查後，一

起報修。

5 操場 籃球場框架太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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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依主管決議，評估經費及

更換PU場地可行性。

7
羽球

館

羽球館是否能增購大型

拖把?

會後會將大型拖把放置羽

球館。

已購置拖把至羽球館使用。

 

陸、綜合座談

一、 學生會會前彙整

編號 問題彙整 負責單位 會議回覆

1 目前學校於教學大樓旁邊新建了停

車場，目的是為了讓同學們上課方

便停車，但校內住宿生為求方便，

將車子都停在教學大樓之停車場，

反而導致來上課的學長姊們沒有停

總務處

生輔組

總務處：

學校已提供1,800多個機車停車位基本

上是夠的，總務處沒有辦法去規範學生

必須將機車停放在哪個停車場，建議生

輔組做宣導。



車位，興建停車場的原意就這樣被

剝奪，且校舍原有付車位，並非不

夠，而是學弟妹們取近停車，這不

是浪費校方的美意了嗎？也造成了

我們學長姊的困擾，將心比心，未

來他們勢必也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生輔組：

學校除了地下室停車場是使用者付費以

外，其他皆屬於公共使用空間，學生宿

舍周邊的停車場及空間設備屬學校，若

是非付費即是所有學生皆可停放，不代

表宿舍周邊的停車場只能由住宿生停放

而已，有些運動的同學一樣可以將機車

停放在宿舍周邊停車場。

校長補充：

希望生輔組或宿舍可以盡力宣導請住宿

生盡量將車停在宿舍周邊的停車場。

學務長補充：

會加強宣導請住宿生若無其他外出事務

時盡量將車停至宿舍周邊停車場。

2

輔大女宿解門禁這議題有什麼看

法？因為我們澎科大是有設立門

禁，而且比輔大更為嚴格，那您認

為我們應不應該也需要解除門禁。

生輔組

生輔組:

關於輔大的門禁是當初男生沒有門禁但

女生有門禁，輔大女學生認為有性別不

平等的狀況所以才有此議題，校方已詢

問過輔大的狀況，提出後有各方面的反

彈聲音並且該事件尚未有結果，開放門

禁的問題因為是採學生自治的方式，需

要達成相同的意見並詢問學生家長之意

見才能夠做出決定。目前宿舍門禁生輔

組並未考量開放。

宿舍幹部補充：

宿舍有晚歸的機制，若是因打工而在晚

間11點至11點半之間才能回宿舍的住

宿生可以向宿舍申請晚歸。由於宿舍幹

部也都是學生，若是將門禁時間延後，

宿舍幹部的工作時間也必須往後延，會

影響到幹部們的作息。

校長補充：

校方必須考量學生之人身安全，門禁是

有必要存在的。

3 請問學生宿舍下附設學生餐廳是否

有用作其他用途之規劃。

生輔組 生輔組:

目前學生宿舍下附設之學生餐廳已遷至

教學大樓1樓，宿舍下之學生桌椅區將

會規畫為宿舍學生學習區或宿舍活動之

用。由於學生宿舍需考量到人員進出的

問題，所以優先為宿舍生所用。

學務長補充：



校方目前有爭取到大型經費，會盡力推

動學校相關業務。學生餐廳場地有做一

些食品加工廠的規劃，學校爭取到完善

經費要建設食品加工廠，對師生及校務

的有正向的推動。

4

學生餐廳的營建不夠完善，同學還

是會想往去茶米茶購買，這樣學生

餐廳的運作真的必要嗎？學生要的

是像茶米茶中餐的提供跟方式。

另，前陣子茶米茶跟泰師傅便當店

合作後來又取消，想請問為什麼？

生輔組

生輔組：

學生餐廳目前因建築法規有無法使用明

火之問題，預計六月會通過。目前已有

兩家廠商已進駐，廠商已知下學期便可

使用明火，預計會利用暑假做強化佈署

及宣傳。關於茶米茶代購便當之事並未

經過學校同意，且代購之便當上並無食

物登錄之明細，若是同學因此發生問題

會求償無門。並且其行為壓縮到其他投

標本校學生餐廳之廠商，並無繳交任何

費用便賺取利益對廠商較為不公平。

學務長補充：

總務處替校方做了許多防火規劃，近期

內便會通過提供使用明火之規定。茶米

茶可能是希望能提供更多服務給學生，

但是並未考量到必須經過學校同意才可

進行。

總務處補充：

學生餐廳設置拖延了一段時間是因為澎

湖縣內皆是以餐廳名義作申請，和校方

以廚房名義來申請不同，該建築法規及

消防法規的防火要求非常嚴格，總務處

會於下學期開學之前取得使用執照，取

得執照便可以使用明火。另外在代購便

當的食品安全部分，不確定同學食用會

不會出問題，學校依考量而做出決定。

5 請問校園無菸政策的落實,有學生

反應無菸校園的政策的確很好,但

還是免不了有學生在進行抽煙,使

否可以設立吸煙區?

身健中心 校方在103學年度衛生福利部與教育部

皆有發公文至學校，希望能執行無菸校

園之政策。在該年的行政會議上有做提

案並通過本校的菸害防制要點並推動無

菸校園，預計在106學年度成為無菸校

園。再 104年有發出問卷做調查，其中

92.9%之學生贊成無菸校園，無菸校園

會成為未來之趨勢。在菸害防制法規

定，大專校園室內是全面禁止吸菸，在

室外可以設立吸菸區，無吸菸區之區域



亦是全面禁菸。經過這幾年推動成果，

衛生福利部與教育部皆肯定本校之方

向，學校勢必會繼續將無菸校園設為最

終目標來執行。若是考量到有吸菸的同

學，可以建議身健中心或校方在校外設

置吸菸區之地點。在此特別呼籲若再校

園內發現有吸菸之師生，若是不去加以

勸導只會讓情況日漸嚴重，若是屢勸不

聽，生輔組校安人員也接受各位的通

報，若該方法還是不行，假如有現場拍

照或錄影，可以直接交給衛生局或是身

健中心做取締的部分。另，垃圾場外之

人行道歸市公所所屬，若是發文詢問市

公所同意，未來有機會會再該區請總務

處協助設置吸菸區。

6

請問是否可建立 AED存放位置之中

英文指示牌(或爭取於各大樓一樓

設置至少乙台，以避免因事發地與

存放地相距過遠之來回路程過長致

延誤黃金救援時間。

身健中心

目前學校有兩台捐贈之 AED，分別在警

衛室與身健中心。假日及夜間若有緊急

需要，請至警衛室做使用。校方有在身

健中心之網頁已有做 AED登錄之資訊。

日後會參考同學建議加裝指示牌，並在

校園平面圖上做標示。至於每大樓樓層

設置的方面，若是經費許可校方會依此

作為目標實踐。再設置 AED之外，每年

身健中心皆有舉辦急救訓練，希望同學

也

能踴躍參與學習此技能。

7 對於公益性質的社團應該要多撥經

費，不然這樣的社團很難營運下

去，以動保社為例，只靠老師與學

生的資金根本不夠，救一隻狗大約

要花三千元左右，這還是最便宜

的，如果被撞斷腿需要手術動輒上

萬元，試問有哪ㄧ位學生 能負擔位學生 能負擔

的起？公益性質的社團，如果營運

的很成功，不僅能夠提升校園風

氣，也能夠替學校爭光，這不就是

學校最想要的嗎？如果說學校根本

不重視學生，沒有一筆基本的經

費，什麼都要用辦活動才能申請，

請問我們動保社是要請獸醫師當眾

結紮貓狗給大家看嗎？請學校好好

課指組 1. 我們認同動保社的想法，但是站在

公部門立場，我們是校方單位，補

助社團是以社團活動相關雜支為主

（如便當費用／飲料費用），每一

項預算，都有預算科目，並不能直

接為了救狗，大幅提高動保社的補

助費用。這樣會導致其他社團抗

議，如：獨居老人每月生活費一萬

元，澎湖縣合計有500名，每月本社

團要求學校補助 500萬來做善事，合

理嗎？

2. 動保社的經營，應盡量結合社會其

他愛心資源。換言之，學校補助會

員的便當／飲料及必要文具等用品

費用。加上目前政府相關權責機



思考一下！如果學校都不支持學生

做公益的話，誰還能幫助我們？

關，都未編列整救流浪動物費用，

一個大學已經快要沒有補助資源

了，若再把資源讓同學去做為狗狗

們的醫藥費，會不會引起其他同學

抗議？

3. 附件為動保社近年來活動資料。(動

保社自 103年-104年止已有2年未

參與校內社團評鑑，依本校學生社

團評鑑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規

定：連續二個學年均未參加評鑑或

均未有任何活動，其社團資格自然

消失，且於一年內不得申請成立與

該性質相同之社團。)

8

請問行政大樓一樓的"風大請勿張

貼"公佈欄是否有維修時程及目前

進度？

課指組

本公告用字易引人誤會，並非完全不可

貼，已請組員更正為：｢風大時，請勿

張貼。｣

9 請問校方是否有針對此次校慶宣傳

活動過慢及宣傳不周進行事後研

討？

課指組 1.本案在期初社員大會及相關會議時，

已告知各參加同學，請同學回去多加

宣導。另在澎湖花火節官網也有相關

公告，校方已在沒有預算資源下，盡

最大努力宣傳。

2.若此問題指的是｢對外付費廣告｣方式

的宣導，受限於學校預算，相關廣告

費用需要三到五萬元，學校並無法關

預算。

3.學生會除了會長及議長願意前來討

論，並無任何學生會相關幹部主動來

課外組討論相關事宜，故當想要委請

學生會幫忙宣傳時，宣傳管道仍有

限，此次校慶晚會在規劃與縣府花火

節結合時，學務長與組長曾數次前往

縣府進行協調洽商合作，校內課指組

也於2/24、3/10及 3/24和學生社

團、系會代表召開說明會並聽取學生

相關建議，並於3/30日召開校慶籌備

會，在籌備會討論相關活動辦理之提

案通過後，於會中即請各系會協助宣

傳相關活動，另課指組也陸續於網站

及 fb社群中進行活動宣傳，並於活動

前一週再次透過廣播電台及學生社群

進行最後密集宣傳活動，學生議會議



長也主動積極協助於各系、社團聯絡

網中宣傳，同時相關活動內容流程也

以 e-mail寄送給各班導師及全校教職

員，校慶晚會活動當天學生參與情況

也非常熱絡，成效比預期來得好。

10

系會社團學校場地租借都只能一學

年免費一次，可以改一學期一次

嗎？
體育組

體育組回答：

此問題並非體育組單方面即可做出決

定，會後開完相關會議若有更改會再公

布。

學務長補充：

校內除了系學會，還有三系聯合運動會

以及各社團做使用，學校場地之借用費

皆是用來使用學生之工讀金及活動費做

使用，所以無法配合請各位多包涵。

11

校內羽球場，場地老舊，高度也未

達標準，練球時，經常會打到天花

板，因此校外比賽也時常不能適

應，請學校能撥出空間讓我們有更

好的練球環境。

體育組

此問題會後於相關會議提出討論若有更

改會再公布。

12

體育館排球柱換新，但是卻無法讓

學生安全使用，連網子都綁不緊，

請學校好好處理。

體育組 排球柱已換新但因廠商設計不良，日後

會和營繕組做討論，進行改善。

13
籃球場室內室外的框架跟網子都毀

損可以修繕嗎？
體育組 會後會與營繕組討論，進行改善。

14

5/16(六)全校健康路跑活動時，為

何路口都沒警察進行交管?學生生

命安全學校-體育組不重視嗎?路跑

是第一年辦嗎?如果學生出意外，

要算誰的責任?請體育組說明，路

跑比賽無警察指揮交通情況?

體育組

體育組回答：

校方有發公文至警局，但因警局今年有

通過相關法案，若是比賽規模較小將不

進行交管，知道此事後便改為請學生做

交管。另，警局有來函告知說若比賽有

發生緊急狀況，可以致電請他們來做協

助。

學務長補充：

健康路跑時，小路口皆有運動志工做簡

易交管，但重要路口警察無法交管希望

體育組可以盡早通知，讓校方了解並盡

早提出解決辦法。當日做出之緊急措施

是由教官帶領校安人員及宿舍輔導員進

行重要路口之人員安全維護。

校長補充：

校方向學生保證明年的健康路跑會有交

警來做安全維護。



15

路跑選手辛辛苦苦用汗水完賽，摘

下前10名的榮耀時，不是要上台

接受頒獎表揚嗎?為何運動會都閉

幕了，都沒頒發路跑獎狀?為何要

選手跟體育組行政催促時才列印? 

對選手有尊重嗎? 為何路跑沒有排

進運動會頒獎項目裡?

體育組

此次運動會由於書記對工作不了解，所

以導致作業延誤，本組會做改善。

16

這次運動會秩序冊與號碼布為何都

拖到比賽前的前幾天才發，會不會

太晚了，請體育組說明一下。

體育組

此次運動會由於書記對工作不了解，所

以導致作業延誤，本組會做改善。

17

為何在體育組工讀的學生，工讀金

未按時發放，這樣會讓同學連生活

都受到影響，請體育組說明一下，

工讀金未按時發放的理由及原因?

體育組
由於當時書記剛做交接不了解相關業

務，目前都已按時發放。

18

為何學生申請體育館場地時，體育

組不斷刁難，體育組行政竟無法清

楚該時段有無其他單位借用，導致

學生申請到場地時，體育組行政又

突然通知必須頂讓場地給學校其他

單位用，造成系會活動流程大亂，

也製造了許多不必要的爭執，讓系

學會勞累又傷神，請學校說明一

下，重大活動:如就業博覽會、專

題競賽、運動技優考試等活動日

期，大約多久以前就訂好?場地的

地點決定?為何體育組行政人員一

問三不知呢?

體育組

體育組回答：

由於體育館場訂並非只開放校內，會有

校外之廠商來做借用。學生不知道有這

些活動導致撞期，今年第一次舉辦運動

技優考試有撞期，只好和系學會商量改

期或延遲幾小時再做使用。

學務長補充：

將於公布欄將已借出之時間公布，讓學

生得以查詢。

19 羽球社於3/15～ 3/17舉辦羽球比

賽，4月初跟體育組申請，需要體

育組印製得獎獎狀，體育組行政人

員答應要幫忙，但4月中旬再去問

體育組行政人員，說法是:說要忙

運動會，之後就沒下文，5 月中旬

再問體育組行政人員，說法是:獎

狀不夠 要等買獎狀，6月初再去

問，才報告組長要買獎狀，想問說

學長姊都快畢業了，獎狀遲遲未

印，體育組行政人員未印的理由很

多，拖了60多天，獎狀都沒印

好，難道要等畢業典禮完，才會印

獎狀嗎?不斷的找理由欺騙學生應

體育組

很抱歉當時當初書記答應學生要印製獎

狀，但因為獎狀單價過高，所以無法印

製，已於本次運動會採購並印製給羽球

社得獎人員。



該嗎?

20

另外上學期羽球比賽，體育組書記

將器材室鑰匙帶回家，導致比賽用

具無法租借，學生為了讓比賽順利

進行，學生冒著生命危險，爬窗戶

進器材室，拿出比賽器具，只為了

讓比賽順利進行，萬一受傷誰要負

責?如果沒借到有器材，賽制延

遲，工作人員又會被選手罵，讓舉

辦的同學很受傷，那下次還有誰要

辦比賽呢?澎科大活動很少了，請

長官重視體育組行政人員的行政能

力問題，別再讓有心想讓學校活動

更好的同學再受傷了。

體育組

書記因早上開啟器材室後便將鑰匙放入

口袋內，並無備用鑰匙可以使用，事後

已打備份鑰匙，造成羽球社的不便煩請

見諒。

21

體育組書記時常將體育組管理的鑰

匙帶回家，或是弄丟，又再花錢打

鑰匙，打開書記桌子抽屜發現裏頭

全是鑰匙，都沒有做分類，一直到

新任組長上任，委託學生將鑰匙分

類，最後發現同款鑰匙竟有許多把

一樣的，那我想請問，如果學校資

源如此浪費，為何不將錢拿來回復

體育組工讀時數上限，體育組工讀

知道學校沒有錢，將時數從原先可

申請上限的40小時，改為最高給

付 25小時，那麼都已經沒錢了，

卻作如此浪費實屬不當。

體育組

體育組回答：

抱歉書記因早上開啟器材室後便將鑰匙

放入口袋內，並無備用鑰匙可以使用，

事後已打備份鑰匙，造成羽球社的不便

很不好意思。

學務長補充：

會後體育組的人員會再加強訓練並會將

體育組之相關問題列印下來做期末提出

懲戒及檢討。

22

近期有舉辦家具展之問題,工作人

員過來造成的環境髒亂跟學生交通

問題。
體育組

學務長：

此問題會後會和行政人員了解是否有和

家具展之工作人員說明清楚相關問題，

若是本組行政人員未與廠商說明清楚，

造成學生之不便，此部分會再加做檢

討。

體育組:

近期家具展有向廠商進行口頭交待須自

行處理垃圾及交通問題，本組亦於事後

作環境檢視。

23 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問題。 教務處 本處已於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提出討

論，由於成本考量，現行學生證成本為

40元，若是結合悠遊卡費用為180元，



會議中也有提到使用者付費，若是學生

願意自行支付差額，是可行的。目前校

方預算不足，於104年之會議也有重新

提到，並討論到相關之限制，所以當時

做出不更新學生證結合悠遊卡。

24

學校可以增加一些獎學金？跟其他

學校相比我們真的少得可憐只有前

三名有 而且第一名才五千、第二

名三千、第三名兩千獎金金額真的

不能多增加一點嗎?

教務處

關於獎學金方面會將此問題提至行政會

議討論

25
請問"校園二手書交換平臺"是否有

專人維護?
圖資館

校園二手書交換平臺目前是可以做使用

的，會後會再做宣導讓學生多加使用。

26

體育館地下室收訊不好,學生社團

時間活動往往在地下室社辦,雖然

在其他角落處能收到訊號,也能連

到無線網路,但網路收訊品質極

差。

圖資館

此問題已於校務會議中提過，預計在六 

月底再加強更換新的無線基地台之增

設。

27

請問校方報廢電腦是否可研擬提供

給無電腦但有需要之社團之內部使

用(可節省部分經費，但修理請社

團自掏腰包或請實驗大樓修理(另

建立(得收費)維修部)或使用校方

提供之報廢電腦部分零件)

總務處

若是校內電腦時限已過提出淘汰，本處

可先通知課指組，若是有相關社團需要

使用電腦可以撥出至社團做使用。

28 學校大部分的電腦教室內的電腦設

備很差可換新嗎??例如電信系的實

驗室的電腦真的很差。

電信系

圖資館

電信系補充：

學校每年經費皆有限，系上之設備皆由

本系老師申請補助才夠，但企劃內容大

多未能添購電腦，目前策略為學校分配

經費給本系以維持電腦堪用不故障為優

先，再逐年逐一淘汰部分較老舊電腦，

以能使用及不影響教學做原則。

圖資館回答：

圖資館之資訊組只管理教室 C001及

C002之電腦，平均五至六年便會規畫汰

換電腦，並每周皆派專人維修，使設備

得以正常運作。

教務處補充：

本處有接收到電信系主任之反應，但由

於計劃之預算皆已訂，待校方有預算時

會優先做電信系之電腦汰換處理。

校長補充：

若是其他企劃經費有結餘及剩款，會優



先撥款至電信係以做電腦之汰換。

29

校內凸面鏡有許多需要改善及維

護。 總務處

實驗大樓東側之凸面鏡已通知廠商進行

汰換，校門口北面之凸面鏡是屬於馬公

市交通局之財產，本處已向警察局做反

應，希望近期能做處理。

30

校內照明燈具的改善,有許多盞因

老舊而光線不足。 總務處

燈具部分營繕組皆會定期做巡檢及登

錄，目前發現教學大樓中庭及校園中部

份燈具以損壞，本處已購入新零件做汰

換之動作，若是其他有光線不足之地方

請同學至營繕組做反應並修繕。

31

學校宿舍機車停車棚遮雨棚不會遮

雨問題。
總務處

至現場勘查後，雨棚並無損壞及漏雨的

問題，淋濕原因大多是因為澎湖的風較

大導致斜風雨。並學校會陸續將停車位

都增設遮雨棚。

32

教學大樓旁停車場會有積水問題,

學生經過磚塊地,會有污水從磚塊

縫中跑出。
總務處

學校因綠色建築所以選用透水磚，目前

有發現幾處破損，由於經費問題尚無法

做全面汰換，營繕組正在調整本處之經

費預算，若能全面汰換為佳。

33

住宿生往往在經過緩坡道時會改由

旁邊磚塊方格地行使有安全疑慮。 總務處

希望由生輔組及宿舍方面來做加以宣

導。

34

請問校方是否可提供一至數間教室

專供教學大樓清潔人員放置打掃器

具(現在為占用無障礙洗手間，使

無障礙洗手間喪失功能)

總務處
已通知事務組，會在近期做出完整改

善。

35
請問對於校園中庭的"學生餐廳"指

示牌是否有計畫改裝指示方向。
總務處

本處待學生餐廳建置完成後加以改善。

36

請問體育館一樓的太陽光電系統是

否正常運作(一樓監測面板在大太

陽下顯示現在發電量為零)? 總務處

體育館一樓之零件更換後系統無法讀

取，同學可至學校之網站電力管理系統

中 即 可 查 詢 。 網 址 為 ：

220.130.254.129。本校之太陽發電量

每個月皆超過百分之 5以上，已經算是

全國最大的發電量，目前本校之綠能發

電為全國大專院校之第一。

二、 現場提問

提出

單位
現場意見 負責單位 會議回覆

航管系 此次運動會秩序冊上之選手號碼及

號碼布上之號碼不同，導致許多學

生有疑問，甚至有學生因此喪失比

體育組 體育組：

此部分是體育組之疏失，下次運動會會

再謹慎做檢查，若是比賽當下發現有誤



賽資格，希望可以提出來做討論。

可以找本組補發。

學務長補充：

此次運動會人員處理上有狀況，後續有

相關之補救程序但同學並不知情，像是

補發號碼布及其他措施。希望同學以後

詳閱所有之競賽規程，若是有疑問可以

盡早提問，才可協助同學解決一些無法

當下解決之問題。

食科系

校內辦活動時會向校外之音響公司

租借音響及燈光設備之經費龐大，

想問學校是否可購置一批設備供學

生申請租借?或是能否請學校向廠

商談優惠?

學務處

學務長：

租借經費龐大想必整組設備之花費也較

為龐大，並且操作該設備之人員須具備

專業知識，否則操作不當便會多出維修

費及維護費，所以校方目前不考慮購入

設備。可請課指組跟廠商協調較優惠的

租用價格

畢業生

想請問生輔組畢業生之受獎名單什

麼時候才能出來，有些同學實習在

外需要知道是否得獎得以更改機票

及船票之時間。

生輔組

生輔組必須彙整各處室所提出之得獎名

單，尚有處室之名單未提出，暫定會再

下周一提出，生輔組收到所有確切名單

時會再另行公布。

學生會

校外實習之學生仍須繳交學雜費，

請問有減免之相關辦法嗎? 教務處

關於校外實習學生之學雜費，教育部有

明文規定，若是整學期或是整學年皆在

校外會退四分之一之費用，其他費用則

是學期維持及其他系上系務之費用，若

是再加選的過程中確定選修的，會收到

全額之收費單，但最後由系上簽出還是

會將費用退回。若是必修課則會直接再

收費單上做減免。

宿委會

宿舍底下之食品加工設備近日再製

作魚鬆導致魚腥味布滿整個宿舍，

尤其是藍天棟皆有很重的魚腥味，

甚至會影響曬衣間之衣服，想試問

是否有相關改善措施。

食科系

食科系：

本系會再做相關排氣之問題並改善。

校長補充：

目前宿舍底下之食品加工設備為暫時放

置，待操場旁之食品加工廠建置完成後

便會遷移至該廠並會請食科系在做相關

之改善。

柒、主席結論:

在本會議同學如有問題歡迎提出學校會很樂意的替大家解決，若發現一直無法解決的事也

可大聲的說出來，今天謝謝大家踴躍提出一些問題讓學校更好，謝謝大家。

捌、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