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校長與學生有約」紀錄 
 

壹、時間：106年 11 月 15日上午 10時 10分 

貳、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參、 主持人：翁校長進坪 

肆、 主席致詞： 

學校的存在目的是為了教育學生，所以同學是主體是學校的主人，希望能提升學生的英文能

力以及國際認證證照，這樣以後出社會才有競爭力。 

 

伍、 綜合座談 

一、 學生會會前彙整 

 

編號 類型 問 題 
有關 
單位 

會前回覆 

1. 社團活動 

本校熱舞大賽經過各系討論希望能

改為 12/10(日) 

學務處 

(體育組) 

經查詢，12/10在場地

和時間上，是有空閒時

間。日期會定在平日，

是因系主任在行政會

議上提出並決議，但學

生於比賽當天須化

妝、預演，如當天有課

則影響很大，想換至假

日比賽。 

校長: 

此活動是屬於學生活

動，還是以學生之意見

為主。 

2. 社團活動 

地下室社團辦公室有限，希望學校能

提供幾間空教室，做隔間，使更多社

團能夠擁有專屬社辦。 

學務處 

(課指組) 

學校的空間有限，無法

讓每個社團都有社

辦，之後可能會變成綜

合性的會議室或者是

讓幾個較友好的社團

共用一間。 

校長: 

儘量隔間大家共用或

整體規劃可以幾個社

團共用一間社團辦公



室。 

3. 

社團活動 
1.操場旁廢棄球場(室外排球場)希

望能整治，提供更多學生活動空間。 

學務處 

(體育組) 

1.會請人來維修排球

柱。 

場館問題 

2.體育館照明設備希望能增設投幣

式，或以登記負責方式，由每日登記

人做最後關燈檢查，讓同學有更多時

間可以運動，工讀生也不用等同學離

開，假日晚上也不會因為昏暗無法打

球。 

2.無法使用登記制，因

燈箱鑰使無法外流。可

增設投幣式，會與總務

處討論增設可能性。 

校長:可使用自動斷電

模式，再觀察運動人數

的多寡，進行調整斷電

時間，盡量做到節能。 

4. 設備問題 

希望學校能在體育館地下室安裝空

調設備，以改進溼氣重與悶熱缺點。 

總務處 

有需求可提出請購需

求。 

校長: 

冷氣因技術上的問

題，還要評估看看，到

時電費會由使用者付

費方式進行，而除濕機

的部分怕會失火，故不

考慮。 

5. 設備問題 

科大著重於技術性教學，如設備不

佳，技術也無法提升，希望學校能將

老舊設備汰換、添購新式機具(設

備)，使同學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說明:電信系電子學實驗室的波行

產生器與信號傳送器，機器老舊、故

障，導致實驗結果誤差，影響學習成

績與學習效果。) 

電信系 

1. 本系電子實驗室， 

使用儀器設備包括

信號產生器(波形

產生器)、示波器、

電源供應器及三用

電表等，提案中所

述之「波行產生器」

及「信號傳送器」，

不知是否為同一件

設備？ 

2. 本學期電子學實習

(一)課程，前三週是進

行實驗儀器介紹及儀

器故障檢測，若有問題

或故障的儀器和線

材，應可篩選出來，由

系上進行送修或更

換，另外每週實驗課程

前 30 分鐘，亦有請同

學將儀器設備進行檢

測，若有問題可隨時跟

授課老師提出反應，因



此，原則上提供給同學

之實驗儀器設備是正

常的，不至於因儀器故

障而影響學生學習成

績與學習效果。 

3.本系電子實驗室確

實還有已使用十多年

的老舊儀器設備，偶爾

會發生設備運行不順

暢之情事，若學校經費

許可，本系將盡速更新

電子實驗室之老舊儀

器設備，或增取計畫經

費，逐年分批更新設

備，提供同學更好的實

驗設備與環境。 

6. 行政流程 

1.希望學校按時發薪水給工讀生。 

學務處 

(課指組) 

1. 目前本校學務處並

無工讀生編制。 

2. 各計劃主持人聘用

之工讀生(兼任助

理)其薪資發放由

各計劃主持人自行

控管。 

2.希望就學貸款能早點撥款。 就學貸款退費有一定

之處理時間，以本學期

為例:10 月 30 日為教

育部之彙報最後期

限，教育部於 11月 10

日通知不合格名單，待

所有不合格名單之同

學補件完成後才能辦

理後續退款事宜。往年

遇到退款時間較慢是

因為部份同學補件延

遲以致影響全體學生

退款進度。麻煩各位代

表回去幫忙宣導若接

獲課指組通知請儘快

將相關文件補齊。 

7. 課程問題 

在排課時希望能將各年級必修課程

錯開。 

(說明:轉學生需下修低年級課程補

教務處 

本處均會再各系開排

課前調查隨低班附讀

(下修)學生及課程等



不足學分，但與當期必修課程卡到，

導致無法在本學期完成下修，後續還

有實習以及專題的部分，可能影響畢

業時間，希望學校排課時能將各年級

的必修課錯開。) 

資訊供系上排課參

考，並請各系排必修課

時能儘量錯開以利學

生下修。 

8. 課程問題 

1.希望學校改善校務行政系統。 

(學校校務行政系統在選課時容易卡

住，導致沒有搶到喜歡課程，另外學

校的加選時間是否可以提早在開學

前處理完?開學後第一個禮拜是加選

時間，有許多問題衍伸。) 教務處 

透過加退選程序,讓學

生在第一週上過課程

之後,再確認課程是否

適合自已,如提早於開

學前完成,將失去加退

選之意義,也會影響學

生修課權益,因此加退

選於開學後實施是必

要的。本處會再評估提

早辦理加退選之可行

性。 

2.希望學校能將加退日期提早。 

9. 

課程問題

-畢業門

檻 

1.證照應以鼓勵方式而非強迫方式。 

(電機系畢業門檻為兩張乙級證照，

以及通常較為昂貴，考乙級前需要先

考過丙級，等於需要花四次證照的費

用。) 

電機系 

大四學生畢業門檻系

上已於新生入學大一

時訂定，有四種選擇 

1. 二張乙級。 

2. 一張乙級，三門輔

導課。 

3. 三張丙級，三門輔

導課。 

4. 校外實習或校內外

專題競賽佳作以

上。 

有四種選擇，學生可自

行選擇，通過任何一

種，對學生就業與本質

學能的素養皆有幫助。 

四年級可直接報考乙

級，不見得要先有丙

級。也可只花一次考照

費用，即可達畢業門

檻。另外第四種選擇，

也不須考照即可達畢

業門檻。 



2.學校規定證照的畢業門檻，希望學

校能補助學生證照費用或交通，並且

訂定獎勵制度，例如: 

門檻為 3張，超過並達幾張有獎勵金

之類的。 

歡迎學校訂定合理可

行之獎勵措施。 

10. 

課程問題

- 

畢業門檻 

1.希望能降低英文抵免門檻，以符合

本校英文課程標準 

語言中心 

1.抵免門檻是參考國

內的數間國立學校，這

些學校已經行之有

年，不是我們本校私自

訂定的。身處離島，資

源稀少，目標設高，向

上提升更好。讀書本來

就是學生的本分，抵免

是鼓勵，但不是本質, 

其主要目的是提升學

生英文程度; 就對學

生有益方面而言，因為

他們程度無法達到某

個程度，所以才需要去

修英文課，之前也有委

員有意見，覺得一次抵

三個學分或全抵會不

會太多了，以致剝奪學

生學習英文的權益，所

以才更要做好抵免門

檻的把關工作。 

2.根據教師以往大一

英文授課經驗,學生往

往只拿了 350 分的多

益成績就可以不用上

一小時的英文課,學習

英文必須連貫,而非斷

斷續續,才能有成效;

因此修正英文抵免辦

法時,刻意將抵免門檻

提高,以鼓勵學生達到

更好的成績,實際提升

自我的英文水準,而不

是用一張紙來逃避學

習英文。 

2.希望學校英文門檻能增加學校評

估項目，讓同學可以選擇校內考試或

1.此抵免辦法是經過

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



者校外報考。 

 

(說明:本校英文畢業門檻、抵免修課

程暨獎勵實施要點，於 106年 5月

23日通過，發現有些問題: 

第四條.通識核心英文課程抵免細則 

第一點，新多益達 785分可抵通是英

文(一)或(二)3學分。 

第二點，新多益達 945分可抵通識英

文(一)及(二)6學分。 

學校共同英教學程度並未達如此高

標準，認為新改的抵免分數是否太

高? 

第五條.須提供至少兩次多益未通過

成績證明，使得選由語言中心所開設

之英文輔導課程。 

而由原本一次曾加為兩次，增加學生

報考金額支出負擔 

此會議是否有學生代表? 

 

3.大學法第 33條 大學為增進教育

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

席校務會議，並出席 

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

之會議。 

此實施要點開會時是否有學生代表?

此會議攸關學生學業以及權益部

分，而通過後多少學生知道?) 

會議通過的辦法)的確

有學生代表出席在

場。再者，之所以由原

本的一次增加為兩

次，其本意良善，是為

了提升學生學習英文

的動機。本校語言中心

亦有考量到學生的負

擔，已安排 CSEPT考試

(由台大語言測驗中心

主 持 ) 報 考 費 500

元，是多益的三分之

一，即使考兩次，也不

會超過多益一次考試

的費用。 

2.學生可以自由選擇

校內考試或校外考試,

若學生英文能力強,非

常歡迎學生報考校外

考試;可惜目前的現狀

是大多數的同學英文

能力尚未達到基本的

水準,報考動機不高,

往往都等到大四快畢

業的時候,為了畢業門

檻,才不得不參加英文

畢業門檻輔導課,導致

為了幫助學生能順利

畢業,授課老師要教的

畢業門檻輔導: 一個

班級人數往往達 80-90

人,教學品質堪慮; 因

此,本辦法係為了協助

在校同學學習英文, 

同時提高大一學生參

與英文檢測考試,才會

安排校內統一考試。 

11. 校園空間 

目前學校健身房開放時間為周一到

周日 18:00-21:00，寒暑假不開放，

希望健身房能在周休二日、寒暑假時

間開放，並且延長開放時間，使假日

同學有更多時間可以運動健身。 

學務處 

(體育組) 

在連續假日或寒暑假

開放有困難度，1.工讀

生也要休息 2.連續假

日和寒暑假的使用人

次太少。 



校長: 

盡量開放，但如果能創

立健身社，交由社團管

理最好。 

12. 校園安全 

校園中大部分的狗都有項圈，希望學

校能協助告知飼主安全性問題，如無

項圈野狗，希望學校能站在學生安全

與尊重生命不安樂死，兩方面取平衡

點妥善處理，例如:請愛狗志工收

留、提供認養資訊給當地居民或是本

校有意願收養同學。 

(說明:校園中有許多野狗，今年7/22

在操場時被狗追過。) 

總務處 

如有被狗追逐過之事

實紀錄，請通報學校請

有關單位處理。 

13. 校園安全 

校園偏僻處增設求救鈴設備。 

例如:操場、長城、體育館地下室、

教學大樓地下室…等。 

總務處 

學校各廁所及操場一

些固定場所皆有設置。 

主秘: 

求救鈴之設備不明

顯，導致老師學生不曉

得，建議緊急求救鈴明

顯標示。 

14. 校外研習 

希望學校每學期能提供類似性質等

活動報名經費給予各性質社團與自

治團體。  
學務處 

(課指組) 

1.將列為未來經費考

量。  

2.推薦對象將依社團

評鑑績優社團為優先。 

校長補充: 

社團相關補助原則還

是擇優補助。 

 

 

二、 現場提問 

編號 單位 問題 回覆 

1. 畢聯會 

畢業典禮是舉行在 107/6/15(五)是平

日又是端午連假，可能會訂不到機票，

是否能延長至 107/6/23(六) 

校長: 

畢業典是主角為畢業生所以依學生

為主，學校配合再進行討論。 

2 系會代表 
希望體育課可以增加其他非球類的運

動 

校長:之後可請健身老師規劃有氧舞

蹈、瑜珈等等…。 

3 系會代表 
往年新生的時候都會有寢具行來，而今

年寢具行沒有來 

學務處:今年澎湖寢具行業務交接上

有問題，只有台灣有送件，因時間上



的關係，導致廠商不想來，這地方會

做改進。 

4 
食科系代

表 

關於學生活動的經費是否能增加，如果

想把活動辦好，一萬元是有點少，因顧

慮到場地租借、道具等等… 

學務處: 

各系的補助是由學雜費調漲收入之

經費補助，學校經費有限可能無法增

加希望學生能體諒。 

校長: 

未來系學會可朝系友會募款方向努

力。 

5 學生會 系學會算不算一個學生社團 

校長: 

系學會是屬於學生社團是附屬系上

的學生由系上輔導。 

 

陸、主席結論 

未來學校之學生證將改用數位學生證上課或借書都可使用，另同學若有其他問題可寫 e-mail

告訴我，學校是以你們為主如何提升更有競爭力很重要。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