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校長與學生有約」 
 

 
 

壹、 時間：108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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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綜合座談: 
 

 
 

一、 學生會會前彙整 
 

編號 提案學生 問  題 有關單位 單位回覆 

 

1 
物管四甲 

黃誠峻 

 
當社團辦理大型活動時，可否請校

長給予標準，使我們知道，學校社

團經費必需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

讓校方願意提供經費。 

 

課指組 

社團活動經費補助標準可詳

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社團活

動經費補助要點 (如附件 )  

校長：把規章影印影分給各

社團，讓大家知道怎麼申

請。 

 

2 
養殖三甲 

萬書亨 

希望學校可以贊助我們社團一台電

腦、防潮箱、沙發。 
課指組 

社團所使用空間均有提供桌

椅，另防潮箱因屬個人設備

需求，暫無法提供，另因社

團眾多學校經費有限並無法

一一滿足社團之資本門設

備，且學校所編列經費仍以

鼓勵社團辦理活動補助為

主。 

校長：沒辦法滿足社團需

求，因每年編列社團經費有

限，今年有希望課指組聘請

一些社團老師，明年有請社

團老師，社團⽼師會帶大

家，社團也是一個不錯的學

習機會。 



3 
資工四甲 
游凱崴 

學校的社團很多，有機會為學校的

社團重新分配新社辦嗎？ 
課指組 

因社團空間有限，依社團評鑑

辦法中規定除評鑑獲特優之社

團享有獨立空間外，其餘社團

均需經評鑑後進行分配，為達

公平將於本學期校內社團評鑑

後，依成績高低進行抽籤，且

為數個社團共同使用。 

另為方便社團社課或社團小型

會議使用，學校已有規劃四間

小型會議室供社團集會時借

用，社團有需要時可向課指組

登記借用。 

校長：圖書館下面還有很多

空間，看看同學還缺多少社

團，再把空間整理一下，讓

給靜態活動的社團使用。 

 

4 
養殖二甲 

呂振輝 

學校側門要進宿舍的路上 小丑魚雕

像對面水塔（實驗大樓後面）風大

的時候 騎車都會被水噴的全身都是

是否能加板子之類的阻擋 

總務處 

餐旅系，的空調的冷媒系

統，那個是風大的時候，風

打到建築物之後的風切，所

導致那個水會噴出來 過去曾

經想過要把它封起來，但是

我考量到景觀跟散熱的問

題，那如果確定一定要封的

話，這邊總務處也會配合來

做這樣的處置。 

校長：我們評估看看，找時

間我們再過去看一下 

，風大是有但風小沒有，我

們再看看有沒有辦法改進，

如果能盡量改進就盡量改

進。 



 

5 
養殖三甲 
陳禹全 

希望能增強社辦網路訊號，體育館

地下室的社辦網路訊號弱，無法有

效進行開會及資料收集，這樣社辦

的功能性就降低了許多，若網路訊

號加強，能更有效的使用社辦。 

圖資館 

那個已經請電算中心去了解

狀況，要是可以透過調整現

有的訊號發送基地台的方式

來改善，那就用這樣的方

式，如果不行的話是不是需

要增購添加訊號發送的基地

台，應該是可以改善這個狀

況。 

校長：那個我常到地下室，

我功能還蠻強的，是一個小角

落嗎？這再評估看看，我在

下面看訊號還不錯，正在想

辦法改進。 

 
6 

食科三甲江

弘博 

希望六日晚上也可以開燈，讓我們

也可以在體育館內打球運動 體育組 

每個六、日的6點到9點也是

有開放的。 

校長：上次看同學在打球，

怎麼不開燈，同學說晚上沒

開，我就請學務處開禮拜六

和禮拜天打球場所的燈。 

 

 



7 

 
 

餐旅一甲 

葉鴻 

希望減速坡少一點，因為機車的避

震器會壞掉而且近期風很大，一剎

車就會被吹走，還有後宿的路平分

不均一邊寬一邊窄很容易相撞 ，我

知道減速坡是為了讓學生安全，但

是礙於風大減速坡的存在更危險，

所以我覺得應該多以宣傳，不然就

是安裝測速然後罰錢，這樣大家或

許會怕，感謝校長!希望校長能體諒

一下，謝謝。 

總務處 

7.12.13.14.15.16.17.

18 回覆於第 24 題後 

12 
養殖二甲 
呂振輝 

側門進來第一條減速坡能否往裡面

移，轉進來沒有行進速度會刮到車

底。 

總務處 

13 

電機二甲 

張家郡 

王宏仁 
緩速坡不當設置。 總務處 

14 
電機二甲 
高浩雲 緩速坡太誇張。 總務處 

15 
電機二甲 
許馨安 車道入口第一個緩速坡 設置不當。 總務處 

16 
電機二甲 
陳威仲 

澎科大變成越野車場了真的沒用，

風太大還會容易倒車，誰要負責? 
總務處 

17 
資工四甲 
翁紹紘 

學校後方靠近海科大樓，新設立的

緩衝坡希望務必拆除，那裏是風切

處，減速加上緩衝坡容易造成學生

控制車輛不穩，甚至摔車的危險

性。 北門進入學校的緩衝坡希望可

以拆除，如欲車流量大要進入校

園，又要在緩衝坡減速容易有堵塞

情況出現。 希望學校往後對新生行

車安全宣導不要再只有兩段式左

轉，澎湖多數路口為不需要兩段式

左轉的小路，在小路上兩段式左轉

沒有太多空間，容易從待轉變成待

撞，應該要教導新生如何正確安全

的左轉彎，這才是降地車禍事故率

的根本之道。 

總務處 

 



18 
資工四甲 
孫世益 

請問校長我知道把正門行政棟的停

車場入口封住，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我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在側門方面

入口處這學期又多了一個減速波，

我覺得多一個沒關係但我希望能移

到裡面一點，因為我在右轉進校門

時常常需要為了那個減速波放慢速

度，但是後方的同學如果沒注意很

容易就親上來，我希望校長能給我

一個回覆。 

總務處 

 
8 

餐旅三甲 

張薇禎 
運動設備可以好點嗎? 體育組 

校長：以前的設備是真的不

好，運動器材方面盡量能維修

就維修，不好修的再淘汰，戶

外球場會在寒假的時候整修。 

9 
海運三甲 

程可瀚 

壞掉的重訓器材放在原地也都一年

了遲遲沒更新，其他器材也都快到

期了，學校有許多沒用到的桌椅，

櫃子等等層架，我覺得可以用一個

二手拍賣來賣給有需要的學生啊居

民，也處理掉佔位子的問題。 

保管組 

關於拍賣的問題，因為學校所

買的東西屬於國有財產，所以

沒有辦法隨意任何一人，目前

學校的作法是該物品保管人聯

絡保管組報廢，由保管組累積

到一定的數量後，會公開招

標，將這一批一次性全部賣給

回收廠商；體育組所報廢的運

動器材，屬於園地報廢，需等

待廠商回收。 

校長：以後麻煩體育組長到重

訓室巡視，是否有損壞或者能

修的修一修。 

10 
食科三甲 

曾子靜 

校長好，我平常有空閒時間經常到

學校圖書館自習，覺得圖書館內的

空調設備可能有老舊問題，偶爾空

氣不流通的感受，蠻悶的，有時候

會有點熱，到了某些區域（例：四

樓）的感覺像是沒有開空調，但我

還是會繼續去圖書館自習的，只是

希望大家都能有更好的閱讀環境！

謝謝！ 

圖書館 

有請營繕組檢查，並無任何問

題，應該是內部溫度設定，因

為政府推動室內溫要在 26 到

28 度，可能有些地方讀書的

同學會覺得不夠冷，因應方法

圖書館會提供電風扇，同學若

覺得熱可以向一樓、三樓櫃台

詢借。 

校長：因應政府規定，不能調

太低而設定 26 度。 

11 
電信一甲 
黃暐智 

希望學校能增購電子閱卷機，連國

高中都普及的設備，國立大學總該

有吧 

教務處 

教官代打：因大學考題基本

上是問答，若使用答案卡並

不合適，那時在教務長室有

問老師提出我們現在使用

google 表單，推動無紙化社

會，也比電子閱卷機方便許

多，所以並無購買的需要。 



 

19 
電機二甲 
趙宜婷 能降低畢業門檻嗎? 教務處 

電機系老師：大學部的證

照方面需再開會討論。 

教務長：若證照無法達到

可去校外實習、校內外競

賽以及系上專題競賽達標

也可以畢業。 

20 
餐旅二甲 
徐銘隆 

校長您好 

希望垃圾場的環境清潔做重整 

希望之後安排課程部份能以實做課

程居多 

實驗大樓廚房和地下一樓廚藝示範

教室動線做調整，實驗一樓餐旅廚

房和倉庫做重整很老舊，地板斜坡

設計不良，容易滑倒，謝謝校長 感

恩您 

總務處 

校長：建議系上黏貼防滑

條。 

垃圾場外在今年會進行整

修，關於餐旅系的問題在

與系上主任溝通動線。 

21 
資工四甲 
洪偉昱 

校長您好，澎湖縣政府教育處原訂

「澎湖縣獎助就讀大專院校學生助

學金及交通圖書券」只要住澎湖滿 3

年就可以符合資格，今 108 年卻增

加「本縣高級中等學校或國民中學

畢業之證明文件」條件，改成只有

在地人才領得到，鑒於前屆畢業學

長姐都有拿到此獎學金，新聞也以

此作為招生，但 108 年突然修改後

卻立即生效，這完全欺騙了澎湖學

生的福利，經我們電話抗議也無

效，在地人可以領 4 年，現在外地

人遷戶籍 1 年也領不到，當初立獎

學金目的是為了獎勵就讀澎湖科

大，這是筆補助學生每學期回本島

探親的交通費，本來就已經有特價

居民機票了，在地人反倒不需要補

助，外地人還倒賠機票費，不該如

此不公平和詐欺，這不是專為澎湖

人開的學校，我們外地人讀 4 年 1

塊錢補助完全都沒有拿到，我們不

希望未來只有澎湖人才讀澎科，希

望校長可以為我們爭取到原先就已

經約定好的獎金，並在 108 學年畢

業前追溯補償，謝謝。 

 

教官：因 106 年法案剛

過，也詢問政府這條法案

會持續多久，基本上回覆

是說會持續下去這也是縣

長的政見，而因為有些同

學為了辦學雜費減免而沒

辦法申請，縣長努力把它

變成交通費用，也是增進

人來讀大專院校的政績，

經過兩年後，澎湖縣居民

抗議說畢竟是澎湖縣政府

的錢，而這筆錢怎麼會是

其他縣市的領，不是提供

給在澎湖縣在地的學子，

在 108 年修改增加一條在

高中也需讀澎湖學校才給

領。 

校長：學校會盡力去爭取

學生權益，發文能否補助

到 107 年。 



22 
電信一甲 
黃暐智 

宿舍 11 點過後真的很吵，隔天早上

還有課，規章上也有寫，但都沒在

管，希望能從嚴處置。 

生輔組宿舍 

學生宿舍幹部，會多做樓

層巡視，此同學說我們沒

有做相關處分，宿舍很吵

可能也是到半夜一兩點，

我們幹部也是需要休息，

我們會再請幹部再多巡

視。 

校長：可增設規章在各房

間內。 

23 
電資所一甲 
林柏維 

生輔組吳姓承辦人員辦事懶散怠

惰，致使學生權益損失，例：出缺

席紀錄未及時登錄系統，學生無法

查詢，多週或隔月後查詢到已無法

補請假。不求每日登錄當日出勤紀

錄，望該承辦人員能於每週準確登

錄該週出勤紀錄，以利學生查詢。

如該人員無法改進，希望能慎思該

承辦人員是否合適該單位。 

生輔組 

能力方面不足，無法勝任

該職位，且能力有限。建

議登錄缺曠的紙本作業不

再審理，以後線上點名部

分，強制老師線上點名，

盡可能減少業務量。 

校長：學生權益不被受

損，要求每週都須記錄。 

24 
海運四甲  
李帛彥  

親愛的校長您好，本校體育組的學

生參加校外運動競賽獎金實施辦法

目前只限於國內全國運動競賽，如

果學生參加國際賽或是亞州地區、

大陸地區皆無法補助，懇請學校是

否可以擬訂相關辦法以鼓勵及獎勵

學生參與國際或是亞太地區的比

賽，謝謝校長 

體育組 

下學期之後會修法。 

校長：請體育組看能否補

助國際競賽。 

基本上在過去好幾年前，學校緩速坡的數量是滿多的，那一陣子之後，就跟一樣現在類似的場合反應

說緩速坡太多，所以風大的時候容易跌倒，因後來把緩速坡撤掉，但撤掉這幾年來看的話，很多的事

故還是不斷的在發生，包括冬天風大的時候還是跌倒，有些學生因車速太快而摔傷，有一些同學所反映

出來的，那當然在我們總務處的立場，我們並不是說希望把學校變越野場，我們的立場是希望說能夠讓

學校所有的師生能夠稍微的安全一點用意是這個，那因為有同學反應比較有一些建設性的反應 我也來

回覆一下，看可不可以加強宣導，然後安裝測速器，然後罰錢，關於這個加強宣導，就我們經驗來講，

效果蠻有限的，為什麼這樣講，你們應該都有收到總務處或是同學之間一些的傳言，總務處會針對違規

停車宣導甚至會鎖車，甚至會記警告，但是你們可以在看一下校園裡面，有沒有違規停車應該還是有而

且還非常多，所以這個宣導不是我們沒在做持續在做，但是學生不配合就是不配合，這是宣導之後有這

個狀況，那至於安裝測速器這個部分，測速器安裝下去第一個一筆費用，第二個他拍到照之後，我們根

本不曉得這台車是誰的，除非剛好這同學是我們認識的，不然的話我們根本抓不到人 ，所以他在管理

上面有這個問題存在，那基本上你們如果有一些同學在台灣其他大學裡面，側門的一條減速坡可以往後

面移，這個或許我們可以做到，因為同學有建議一轉彎就碰到減速坡，那這個是當初有考量到，我們不

曉得發現在進入到行政大樓旁邊這個停車場裡面也有減速坡，如果再往後移太多的時候，我們連續要轉

彎過去會連續碰到2個這個算是蠻危險的，所以在往後移這部分，我們可能會往後在移一點點應該不會

移太多，考慮會碰到兩個減速坡這危險性會滿大的，所以關於這個建議我們會來做修正。校長：其實也

希望不要設，大家可以飆100到120，我看同學一加速，側門進入就七八十，如果同學發生問題的話，會

因為以家長來說 校長帶忽職守都不用緩降坡我的孩子，你都不管發生問題你賠我一個小孩子。 

 

 



 
 
 

二、 現場提問 
 
 
 

陸、 主席結論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