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 

「校長與學生有約」紀錄  

 
 
 

 
 

壹、 時間：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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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校長進坪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綜合座談： 

一、 會前彙整 

編號 提案學生 問  題 有關單位 單位回覆 

1 
觀休一甲 
楊雅琪 

學貸撥款的速度可以在快一點

嗎？ 

學務處 

課指組 

課指組: 
本學期的就貸退費已於 5/8 日匯

款完成，本匯款程序需就貸同學配

合繳交相關資料完成，若有同學延

將使程序延後，希望大家能將此觀

念互相提醒，及早並按時繳交。 
 

校長:期望各系會長還是能幫忙將

訊息傳達給各系同學，以方便業務

單位彙整處理。 

2 
觀休四甲 
林冠妤 

所以請問為什麼我們沒有畢業

典禮?台灣一堆大學人數比我們

多的學校有取消嗎？我覺得需

要給我們這屆畢業生一個解釋

一個交代，再來，如果真的取

消，那原本畢業典禮的經費是否

要主動回歸/回饋給我們這些畢

業生?還是學校不用問我們的意

見，要直接挪用去別的地方? 

學務處 

課指組 

課指組: 
1.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學校 

經多次會議的討論後，於第 10
次防疫會議中決議取消；畢典

的取消並非大家所樂見，因此

造成全體畢業生的遺憾，也請

同學能見諒，但由於目前疫情

稍微趨緩，已開放各系自行決

定是否舉辦畢業典禮。 
2. 為彌補大型畢典無法辦理的缺

憾，經學務長於相關會議中討

論將訂於 6 月 3 日下午三時辦

理一場畢業生各獎項頒獎典

禮。 
3. 畢典經費為學務處統籌款，為

因應全校大型慶典及活動辦理

所需而編列，經費未使用仍需



歸學務處統籌運用，至年底未

使用完之經費則歸回學校，但

考量相關經費用途。 
 
4. 5 月 4 日經畢聯會幹部與學務

長再度討論協調，因考量經費

用途，初步達成共識將畢典剩

餘款作為補助學生租借學士服

之經費，目前其簽呈已進入審

核中。 
 

5. 上述所說，此經費為學校運用

統籌的預算之一，並非畢業生

繳交，因已其他學校為例，並

未有相關類似補助動作，也不

會隨意挪用經費至其他處。 
 

校長:由於防疫期間，已開放由各

系舉辦，並遵守戶內外人數統計，

6 月 3 日也會舉辦頒獎典禮。關於

經費的部分，經費都會有一定的編

列預算，如:租借音響 場地佈置

等。 

3 
食科四甲 
梁艾蓉 

目前台灣疫情減緩許多、可否舉

辦畢業典禮（例如操場空曠的地

方） 

學務處 

課指組 

課指組: 
畢業典禮取消一事，為本校第 10
次防疫會議中決議。 
 
校長:疫情因素校方都有充足考

量，因此開放交由各系辦理。 

4 
資管四甲 

吳貞宜 

畢業生的印章，明明學校就有統

一規格，可以學校刻完再分發給

各個畢業班，還要各班派人特別

去市區刻印章，結果領取印章時

也沒有告知印章是有統一規格

的，直到 5/6 晚上才公佈有統一

規格，希望學校行政作業有待改

進，讓人專程跑一趟，浪費時

間。（我覺得有統一規格就學校

拿去刻就好，為什麼還要發下來

給學生自己去刻，這樣的意義是

什麼？） 
 

學務處 

課指組 

課指組: 
1. 畢業生紀念品於 5/4 即已通知

畢聯會會長轉達領取訊息，同

時在生輔即時通各班代群組中

也再次通知各畢業班班代前來

領取。 
2. 學校送畢業生紀念品為玄武岩

印章做為紀念，印章刻與不刻

姓名由學生自行決定，學校為

協助學生爭取更多優惠福利，

乃特地向廠商爭取全班送刻免

收刻工費的優惠措施；若因此

優惠措施對代送刻的班代或同

學造成困擾的話，在此也希望



同學能見諒，針對同學所反應

的意見也將納入未來相關活動

的考量。 
3. 校長所送玄武岩印章是有刻上

本校 LOGO 的紀念章，另各畢

業生刻不刻姓名由學生自行決

定，而免刻工費也是學校為服

務學生向廠商爭取，但需以班

級為統一送刻單位才有此項優

惠，所以學校請各班領取後確

認送刻名單再以班級自行送

刻。 
4. 每班領取印章時均附有一張備

註說明，同時在領取時學生有

問題也均當場說明清楚，另除

課指組現場說明外，畢聯會也

有於群組中告知所有畢業班畢

代，若因此還是造成同學不解

的話，承辦單位未來會將同學

建議納入考量。 
 

校長:每位同學刻的意願不盡相同

或字體的選擇，因此交由各班統計

以班為單位統一送至廠商，完成刻

印較為適當，維持原來方案。 

5 
資工三甲 

彭馨誼 

想請問關於目前社團聘請指導

老師是否有相關文書資料、法條

等規定？如果有該去哪裡申請

資料？以避免日後社團聘請社

團指導老師辦理社團相關活動

或是課程造成爭議。 

學務處 

課指組 

課指組: 
1. 目前社團聘老師指導以講座方

式辦理。 
2. 社團只要送活動申請書向課指

組申請即可。 
3. 全校學生社團幹部均有一群組

可隨時詢問社團相關問題，或

至課指組洽詢。 
4. 因目前學務處網頁正進行舊網

頁更新中，未來相關資料表單

辦法均可上網查詢下載。 
 

校長:社團老師的聘請，都會有相

關上課紀錄，可利用此紀錄申請相

關經費。 

6 
應外三甲 
張任宇 

儘管已經在學校各處張貼禁止

穿拖鞋的告示，但眾多學生卻視

而不見，請問校方有打算加入獎

學務處 
生輔組 

生輔組:一、依據《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1 條，明述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



懲機制來強制學生遵守規範

嗎？ 
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 
二、學校在教育部規定及尊重學生

身體自主權的前提下，會以輔導方

式勸誘學生改善服裝儀容，希冀學

生學會尊重自己身份與師長，是故

學校不會以獎懲強制學生遵守不

穿拖鞋。 
三、本組會持續與全校師生，以尊

重、包容、耐心的方式，勸導同學

改善在校園穿拖鞋的習慣，且若是

由校規處分，本組研究會有反效

果，還是期望各位能互相勸導。 
 

校長:有時貴賓蒞臨學校參訪，會

看到學生穿著拖鞋，對於觀感不太

好，這部分還是希望教官及各位老

師同學能互相勸導，維護校園觀

感。 

7 
航管三甲 

辜宇暄 

體育館整修後 除了原先規劃的

兩個直向的排球場 希望還能夠

畫一個橫向的排球場（更大的空

間 有時平日 或是比賽到了決

賽時 可以使用 更有大比賽的

感覺也更舒適） 

學務處 
體育組 

體育組:會依照同學的建議與設計

師協調。 
校長:兩個相鄰的排球場確實較為

緊迫，若是有相關決賽時，還是希

望能在較寬闊的場地進行，而體育

館新球場地板的部分可能在年底

完成，體育館漏水的部分在最近也

會進行相關工程解決，外面體育場

跑道，會盡快完成整修，也計畫在

地下室完成風雨操場，提供學生在

雨天或冬季時還是能有運動的習

慣。 
總務長:關於換地板的案件，完成

規劃後，還需交由教育部完成評審

的工作，來回至少2次以上估計約

在年底時，10月、11月，才會公

開招標、正式進駐、開始工程。 
畫線的部分並非向學生想得這麼

簡單，排球場需要挖洞放置球架的

地方，挖洞也有些許缺點，如:同
學可能較容易受傷，且保養不易，

容易開始腐爛，會依照同學的建議

與設計師協調。  

8 
航管三甲 

辜宇暄 
希望這學期能夠像上學期一

樣，假日晚上體育館也開燈，也

學務處 
體育組 

體育組:假日可開放晚上6點-9點。 
 



延續至下個學期。 校長:可以依照日照時間的不同，

來決定開燈的時間，戶外籃球場也

希望假日晚上能開燈，提供學生假

日運動環境 

9 
電機五專

二甲 

江立瑄 

可以把體育館跟操場的籃網全

部換新嗎？ 
學務處 
體育組 

體育組:會依照同學的建議將籃網

全部換新。 
 
校長:能交給籃球校隊進行維護保

養，服務同學。 

10 
航管二甲 

楊女佳 

戶外排球場只有一邊裝設大

燈，我們在戶外打球，球跟燈光

重疊，常常看不到球，這樣的打

球品質非常不好。 
連在場邊看球的人，都看不到球

在哪裡，更何況是在場上的隊

員，看他們在場上比賽，因為看

不到球導致漏接和打不到球，而

失分。 
平常戶外排球場大燈只有開一

盞，並沒有全開，光線非常不

夠！ 
台灣的戶外排球場，左右兩邊都

有裝設大燈，可否請學校在場邊

另外一邊再裝一座大燈。 
還有最遠的排球場，那邊沒有任

何燈光在這樣的情況下，請問要

如何練球跟打球？ 
豈不是浪費一個好的場地嗎？ 
希望學校能改善這樣的情況，請

給我們排球戶外場有個好的場

地和設備，謝謝！ 
校長、老師們晚上親自到戶外排

球場運動（打一下球或者拋一拋

球），抬頭找一下球的落點，就

能理解上述說的感受。 
再麻煩校長跟老師們，謝謝 辛
苦了！ 

學務處 
體育組 

體育組:會跟總務處協調是否有可

能再裝一座大燈和整修燈光。  
 
校長:由於操場緊迫球場的部分，

在新增燈柱施工上較為困難，不知

總務長是否可行?但希望有燈泡

換掉的部分能先進行修繕，並在操

場爭取更換人工草皮，提供更好的

運動環境。 
 
總務長:若是球場兩側增加燈柱，

經評估可能有些許問題，因此根據

經費及使用狀況，還需請體育組部

分進行評估，總務處也會盡力配

合，補充說明:上述校長提到燈柱

燈泡懷掉的問題，若是目前是用買

散的而不是用公開招標的方式，價

錢會更為昂貴，希望將經費發揮最

大化，能夠一次汰換，將所有問題

解決。 

11 
觀休四乙 

胡倍嘉 

體育館場地規定早上 8 點 10 分

可以外借，我們系 10 幾個人在

五月八號早上 7.50-8.10 分中間

先後詢問兩次，而因體育組老師

在校門口測量體溫，而無法幫我

們開門，這樣如果有同學想要租

學務處 
體育組 

體育組:因疫情關係，需支援校門

口量測體溫，而工讀生時間和經費

也無法配合，請同學見諒，若同學

在當天有打球運動的需求，可以提

早1至2天來體育組詢問，組員當

天是否有上班，能夠幫忙開門。 



借場地練習或是租借球具，就無

法了，而且也沒有其他工讀生或

是老師前來，懇請幫忙。 

 
校長:因應疫情期間影響，待疫情

趨緩這部分或許就能有所改善，並

希望寒暑假體育館也能開放，可能

有些研究生並未回去，也能提供運

動空間。 

12 
電機四甲 

洪澤昇 

室外排球場只有一邊有燈 
室內排球場地有損壞，通知體育

組修繕都說沒有經費，拖很久。 

學務處 
體育組 

體育組: 
因為本組主要維修器材的經費主

要是校外人士租借場地之費用，但

因疫情期間不開放校外人士使

用，故經費方面不足以維修所有損

壞的器材，但室內排球場之場地近

日已通知廠商進行維修。 
  
校長:燈具的部分校方已有爭取經

費並準備修繕，而籃球場籃網的部

分，損壞率較為偏高，希望可以有

個妥善的處理方法或是請籃球校

隊的同學共同維護整修。 

14 
觀休四甲 

黃忠偉 

學校一直說學校機車位夠？那

麼學校外那排停在人行道的摩

托車是鬼停了？停在澎技之眼

的那些摩托車是鬼停的？不要

說你校長有地下停車場的位子

就每次開會都說學校車位有 300
多個，學校有多少人你心裡知

道，你覺得 2000 人的學校 300
個車位夠那麼你的數學就是體

育老師教的了。 

總務處 

總務處: 
本校機車停車位約 1,900 格，汽車

停車位約 200 格，分佈於各棟大

樓周圍，若按比例分配，整體停車

位足夠，本校除公務車設有專屬停

車位外，汽機車皆自行選擇停放區

停放。 
 
校長:或許各位同學講求方便，將

機車停放在離自己近的停車位，可

能還需各位同學共同努力配合，看

未來是否能在校外附近整建一個

校外停車場，解決學生此困擾。 

15 
夜資管三

甲 

倪雨清 

申請學生汽車停車證資格是否

放寬 旁系血親親兄弟是否可以

申請 因要辦理汽車過戶及驗車 
車子不是我的 所以無法申請停

車證等問題。 

總務處 

總務處: 
學校汽車停車位有限，且基於校園

安全管理，僅限教職員工申請，並

未對外開放，故本校「車輛管理辦

法」規定，汽車所有權人應為本校

教職員工，但如為配偶、父母及子

女者亦得申請。如再開放旁系血親

亦得申請，將影響本校教職員工停

車權益，安全管理問題。 

16 
養殖三甲 

曾鈺晋 
1.為什麼學校要門禁以防疫為

由?高科跟屏科及台灣多數大學
總務處 

校大門之門禁一直有在實施，非因

防疫而設。另在防疫小組會議中亦



都沒有,我們偉大澎科 11 點鎖校

門竟然是會打擾夜間警衛的睡

眠不要開玩笑了還有校門口那

個量體溫排隊只要超過5個人就

會塞車站在大門口的只會聊天

難道這就是澎科素質? 

討論後決議，維持每日晚上 11 時

關閉校大門。（如附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重要防疫

措施一覽表）由於本校與其他學校

較不同的地方是，並未設置通行桿

或電子感應設備，若未關閉大門，

可能有附近民眾將車子停到本

校，隔天教職員要停車時，可能找

不到停車位，較不方便。 

17 
養殖四甲 

黃宗俊 

一、為甚麼其他學校沒有門禁，

我們學校有門禁，因我專題的關

西常常需要看潮汐來外出，但也

是這個關西，外出完回到學校整

理器材、仔稚魚等生物就已經超

過門禁時間了，有一次採集完回

學校快速整理完，趕著離開剛好

到校門時已經 23:09，發現前面

也有一個老師也被關在學校

裡，那時警衛只問我們(是老師還

是學生)是老師就開門，是學生就

說是我們自己家的事，有問題去

跟校長講，當下我們也很無奈又

不是我們要自願關在學校裡

的，難道老師就不是人嗎?不會

生病嗎?所以就可以不用被門禁

時間管制。 
二、還有進校門的時候不是要量

體溫，現在改成紅外線測量有點

小問題 1.常常要去上課時會塞

車到馬路上。2.紅外線測量常常

量不到。3.為甚麼白天有在測

量，晚上卻沒測量，不是進校都

要測量(六日全天進校都沒量)，
那防疫不是有跟沒有一樣？ 

總務處 

總務處: 
執勤駐衛警依規執行門禁管制出

入，如遇特殊狀況需於夜間出入，

申單位出具需求單知會事務組轉

知警衛室即可。貴系曾洽詢教師因

配合潮汐採集，需夜間出入，本組

亦予回覆，已有老師提出書面需

求，警衛室均予放行。若是學生有

反映警衛態度似乎不太好的部

分，會提供學生檢舉管道，做出適

當的處理。而學生因做專題等原因

需在非校門開放時間進出校園，可

以請指導老師與事務組做聯繫或

開證明，事務組會再轉達警衛，仍

能順利進出校園。 
 
校長:由於疫情期間，為了怕出現

防疫破口，並配合國家政策，才會

謹慎做出此方案，進出才需要做動

線的管制，在非常時期，還需大家

互相配合，互相體諒。 
 

18 
航管三甲 

陳威宇 

想請問學校警衛的業務範圍是

什麼，最近因為疫情關係，很多

教職員需要輪班去校門口量體

溫，但警衛卻在警衛室裡面吹冷

氣做運動，這樣不太妥當吧？ 

總務處 

總務處: 
駐衛警察設置目的是為確保本校

教職員工生與學校財產設備安

全，有巡邏校園、處理各種突發性

狀況、維持及疏導大門前之車輛及

行人、汽機車憑證入校之管制、校

內各大型會議活動之支援勤務…
等(依本校駐衛警察勤務手冊規定

執行勤務)。因應防疫，本校實施



校門口量體溫措施，依防疫小組會

議決議，駐衛警於無排定人員量體

溫時段則由其負責本項業務，例如

中午，或是晚上 7 點半過後，惟

人車多時，亦會機動支援，人事室

是將警衛做此安排，而非 24 小時

值勤量體溫。有關駐衛警執勤時之

形象會要求其注意。 
總務長補充:警衛的業務有巡邏校

園、門禁及處理各種突發性狀況、

疏導車輛或者有人抗議也要處

理，這是他們日常的業務至於排班

量體溫為人事室主導，於中午

12:00至 12:30及晚上人員下班時

都有協助量體溫。 
校長:可能同學有些許誤解，警衛

本身仍有相關業務處理，若是量測

體溫人手不足，仍會出來到外面執

勤。 

18 
學生副議

長 

翁紹紘 

位於海科大樓前的緩衝坡位處

於風切處，雖然現在為夏季，風

不大並無明顯感覺，但到了冬季

風變強，此處會變成行車安全缺

口，希望校方再去評估是否移除

或變更裝設位置，現在出入也都

是校門口，此時間點作業也相對

方便 

總務處 

總務處:本處將現場勘查，若有安

全疑慮，會儘速將該減速墊移除。 
 
校長:會再討論評估，若有危險

性，將緩衝坡移除。 
 

19 
食科三甲 

郭巧寧 

由於 2 到 3 年級的課通常很多，

所本科系的課很容易撞到體育

課，但是希望學校可以鼓勵運

動，將體育課跟專業科目的課程

排開。 
並且只有1年級才有機會去上到

游泳課，其實我覺得這個設計不

是很好，那 2 3 年級想要去游

泳，就無法去了，很可惜。 
關於英文課程的部分，由於我現

在 3 年級，但沒有英文課，我在

想 2 3 年級是不是也應該把英文

課程放進來，才可以真正的提升

大家的英文程度。 
希望學校能夠多多舉辦演講活

動，讓大家藉由聽演講的過程當

通識中心/
基礎教學能

力中心 

通識中心: 
1.目前大二~大四體育興趣選項排

課時段，都會先行通知各系配合勿

排專業選修課程，以保障學生選課

權利。 
 
2.游泳課程會請體育教師規劃是

否可於大二~大四加開興趣選項。 
 
通識課程每學期均有開設社會心

理學課程，可供同學選修。 
以下為基礎教學能力中心的回覆： 
1. 本校共同英文（必修）課程共

一年半，包含大一（上）、大一

（下）及大二（上），並於大二

（下）開設（必修／0 學分）



中，多多打開自己的眼界跟視

野。 
關於通識課程，希望可以增加關

於心理學的層面，其實我身邊有

蠻多同學都想上關於心理學的

課程，也包含我。通識的上課方

式，雖然每個老師不一樣，但希

望是能夠多元並且開放的思維 

補救教學課程，輔導未通過本

校畢業門檻的同學，同時也開

放給已通過本校畢業門檻的同

學自由選修，進一步增進自身

英語能力。 
2. 本中心每學年皆會舉辦 5～6

場英文相關講座、計畫之英文

課後課程及英文活動，活動前

將於學校首頁公告周知，並通

知各系所及教授共同英文的所

有老師們，鼓勵各系（班）同

學踴躍參與。以本學年為例，

目前舉辦 4 場英文相關講座

（萬聖節文化、英語讀者劇場

設計、多益測驗技巧及考題解

析及由戲劇學英文）、3 門英文

課後課程（英語單字學習營、

多益創意寫作班及基礎發音

班）及 3 個英文活動（英語讀

者劇場比賽、微電影比賽及母

親節英文短文徵文）。 
校長:英文課的部分期望透過系主

任，來評估本系是否需要加強英文

程度，並於予開設相關課程，校長

本身也常跟系主任鼓勵開設英文

課程，但仍需要透過學生建議，符

合自身需求，較能發揮實質效益。 

20 
應外二甲 
吳恬甄 

希望海外交換學校的部分能新

增英文系國家！ 
研發處  

研發處: 
1. 本校目前與美國德州健康大學

有簽訂合作備忘錄、匹茲堡州

立大學簽訂之教育協議，本校

學生享有該校 20%IEP(英文

密集課程)學費減免。唯英語系

國家學費昂貴，未能享有本校

與中國、日本琉球與東南亞姊

妹校交換生之優惠。 
2. 如學生想至英語系國家留學，

亦可透過本校申請教育部學海

飛颺計畫，爭取補助赴英語系

國家修讀學分。 
學生如需進一步資料，惠請洽研發

處國際事務組了解。惟現各國新冠

狀病毒肆虐，出國研讀皆需依中央



與該國規定配合辦理。 
 
校長:若想到英文系國家，自身英

文仍須達到一定標準。去年所推動

的菲律賓遊學英文計畫，成效頗

佳，但去的人稍嫌不足，校長希望

大家不要怕，勇敢到外闖蕩，提升

自我能力，而今年可惜因應疫情因

素，未能成行。 
 

 
 
二、 現場提問 

1. 未來是否能透過匿名的方式來完成類似會議? 

校長:當然可以，未來希望能做出一個提問的大方向，並能事先過濾，減少個人問題提出，

做出一致性的回答，並期待能給校長更多建議，為各位同學營造更好的校園環境。 

2. 是否能在宿舍的部分將新床組做全數汰換? 

校長:因為教育部經費審核問題，造成經費問題與施工期不夠，汰換不完，因此將此計畫

暫緩，換床組的部分只能慢慢來。但目前已有提出申請並爭取經費，規劃蓋一棟全新的

宿舍，提供學生更好的住宿環境。 
 
 
 

陸、 主席結論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