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師生座談會紀錄 
地點：理工大樓 1 樓 A16-104 多功能會議室 
時間：103 年 12 月 10 日（三）13 時 20 分 
主席：洪院長滉祐 
出席： 
一、師長：陳主任榮治、陳主任思翰、朱主任健松、林主任裕淵、陳主任宗和、

徐主任超明(張慶鴻老師代)、丁主任慶華、蔡教官銘燦、曾老師采雯 
二、學生：各班級幹部代表、各系學會會長及幹部、各系及研究所學生代表(詳

如簽到單) 
 
壹、頒奬：本院學生參加全國各項競賽獲獎同學 

一、電子物理學系碩二陳俊安同學參加「2014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壁報

論文比賽，榮獲壁報論文第一名。請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二、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一沈詠家同學、大四梁安璿同學、胡嘉恩同學、吳文鑌

同學參加教育部「2014 第四屆節能減碳植物工廠監控競賽」榮獲第二名；碩

二蔡李廷同學、楊皓鈞同學、碩一陳昱辰同學榮獲第三名。請獲獎同學上台

領獎。 

三、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大四邱泓維同學、余宗霖同學、蔡瑋純同學、大三吳智正

同學、曾心怡同學參加教育部「2014 產業先進設備專題實作競賽」榮獲創意

獎。請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四、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土木組大三黃子豪同學、蔡伯威同學，參加臺灣混凝

土學會「103 年度混凝土工程薪傳活動心得寫作競賽」榮獲優良獎。請獲獎

同學上台領獎。 

五、資訊工程學系大四吳松諭同學、陳柏劭同學、周富勝同學、許哲昇同學，參

加經濟部工業局舉辦 103 年 Open Data 創新應用競賽榮獲特優獎。請獲獎同

學上台領獎。 

六、資訊工程學系大四吳松諭同學、陳柏劭同學、王證貿同學、陳煜升同學、王

嘉彣同學、黃博揚同學、大三郭效凡同學、徐偉涵同學、廖子慶同學，參加

教育部 103 年度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榮獲佳作。請獲獎同學上台領

獎。 

七、資訊工程學系碩二李家毅同學，參加高雄市政府數創平台人才選秀活動，榮

獲優選。請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八、電機工程學系大四黃孝生同學、蔡孟剛同學，參加教育部智慧電子應用設計

聯盟 2014 第十屆奇景盃 IC 布局設計競賽，榮獲競賽完成獎。請受獎同學上

台領獎。 

九、電機工程學系大四王舒翔同學、周家吉同學，參加教育部技職司及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舉辦 2014 第八屆全國大專學生創新設計實作競賽，榮獲第三名。

請受獎同學上台領獎。 

十、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大三方文佑同學、許富翔同學、蔡佳樺同學、林彥甫同

學，參加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舉辦 2014 年全國學生專題製作競賽，榮獲第三

名。請受獎同學上台領獎。 

十一、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大四王詠霖同學、陳正彥同學、尉遲俊樫同學，參加

臺灣人形機器人學會舉辦 2014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榮獲第三名。請

受獎同學上台領獎。     

 

貳、主席報告： 

一、各位同學、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大家好，首先恭喜獲獎同學。這是今年度各

系於學術研究及實作競賽等方面，參加校外競賽並呈報到院獲獎的同學。本

次頒獎的相關資訊及照片會在本院的網站公告，同學可上網瀏覽。 

    此是同學努力的成果，也是老師在實驗室長時間指導同學的結果，在此並未

將指導老師報告出來，僅就同學的部份作表揚。 

二、介紹師長： (略) 。 

 

參、問題詢答：（請提問同學先報系所、班級、姓名後再提問） 

一、電物系大二班代陳仲瑋同學 

（一）系館電物一館位於學生活動中心旁邊，長期受到學校廚房油煙的影響，

於 1 樓、2 樓上課都會聞到廚房排出的油煙味，此已困擾多年，希望學校

能協助解決，是否將油煙引到頂樓排掉或增設系統調節，讓同學上課能

不受油煙影響。 

陳思翰主任說明：已多次向學校反映，總務處答覆「依時程慢慢做改進」，現在

油煙問題一直都存在，沒有改善。 

院長答覆：向總務處膳食委員會反映。 

（二）通識課選課問題，學期初選課時，先選蘭潭第一時段 1 門通識課程，之



後要再選其他校區第 2 時段網路課程時被系統擋修，沒有選課成功，建

議學校能修正系統。 

院長答覆：將於通識中心相關會議中提出反映。 

二、機能系大三系學會會長高崇文同學 

（一）系館教室裡面天花板漏水，雖已整修過，不過仍然在漏水。 

丁慶華主任說明：本系系館 3 年前做過防水工程，品質很差；今年暑假又大漏

水做過小整修，上禮拜仍然在漏水，再次向總務處反映，總

務處表示要上簽呈做整體大整修。 

院長答覆：建築物漏水整修費用高，由學校統一發包進行，但較為費時。學校

若同意整修，須至明年非雨季時期(約 10-11 月)才可施工。 

最近有太陽能系統廠商來洽談，本院相關系館頂樓能承租給太陽能

廠商作太陽能板，產生的電賣給台電，學校收回饋金。廠商承租頂

樓作太陽能板產電，同時須給 5 年防水保證，不過目前仍在規劃中。 

（二）系館在校門口右手邊，附近沒有監視器，系上有貴重儀器，若有人打破

窗戶偷走也沒有人會知道 

丁慶華主任說明：系館監視系統已詢價，總經費約需 7-8 萬元。 

院長答覆：下學期院經費酌予補助。 

（三）本系已開系四年，系上還沒有研究所。 

院長答覆：教育部規定，研究所須有 9 位師資才可申請；學校規定，有研究所

的系所才給 9 位師資。目前丁主任仍在尋求解決辦法，繼續努力中。 

三、土木系大三同學  

工程館旁邊通往停車場的道路路面不平，下雨天都是泥濘，不方便行走，建議

改善。 

院長答覆：向總務處反映。 

四、電物系大二班代陳仲瑋同學 

有關考試卷問題，學校的考試卷有虛線，對理工學院學生須做計算的科目不適

合使用，建議改善。 

院長答覆：向教務處反映。 

五、機能系大四同學 



學校圖書館自修室到停車場途中，附近周圍經常有野狗群聚，夜間出自修室走

回停車場多次被野狗圍聚追趕，希望能改善。 

院長答覆：向環安中心反映。 

六、應數系大三系學會會長許哲瑋同學 

（一）理工大樓 9 樓空中花園無照明設備，夜間到空中花園會比較危險，建議

增設照明設備。 

院長答覆：理大樓有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為電機系徐主任，將請其再評估

增設。 

（二）理工大樓 1 樓建議增設販賣機。 

院長答覆：請總務處評估。 

七、資工系大三班代 

理工大樓電梯門有時候會卡住，要壓很多下才會關門，有點危險的感覺。 

院長答覆：立即聯絡廠商修護。 

八、電物系大三系學會會長張嘉芸同學 

（一）電物一館階梯教室會淹水，目前積水已經排掉，但治標不治本，希望有

好的維修方案。 

院長答覆：目前總務處已在做防水整修。 

（二）嘉禾館重量訓練室的音響老舊且壞掉多時，建議能修護。 

院長答覆：向體育室反映，請其協助處理。 

九、電物系大二班代陳仲瑋同學 

電物一館於學生活動中心旁，活動中心音樂社團樂器練習聲音太大，尤其是打

擊樂，不管有沒有關窗戶聲音都很大，影響在一館上課及夜間自修的同學，建

議增設隔音設備或遷移社團辦公室。 

院長答覆：向學務處反映，請其協助處理。 

十、機能系大三蔡佳樺同學 

系館位於大門口右側，同學停車於禾康園處的停車場，上課要繞經嘉農亭、滯

洪池往系館行走，下雨積水要繞道很不方便。 

院長答覆：向總務處反映。 



十一、生機系大二林啟富同學 

操場晚上沒有照明，大燈壞掉許久，夜間活動很危險。 

院長答覆：向體育室反映。 

十二、電物系大三同學 

（一）同學在操場運動，包包很容易被偷，向警衛室反映，警衛表示監視器有 5
支，4 支壞掉、1 支照不清楚，此情況已發生很久。 

教官回應：同學東西被偷，學校有報警處理。有同學建議設置置物箱，目前已

朝此方向規劃。在現有環境未改善前，建議同學結伴去運動，找人

幫忙看顧物品，自行保管好私人物品。 

（二）側門大的停車場停車位不夠，同學會將車停到路上很危險。 

院長答覆：向總務處駐警隊反映，請其協助處理。 

十三、電物系大二班代陳仲瑋同學 

學校推動模組化課程，請院長協助說明讓同學能了解。 

院長答覆：課程模組化由教務處規劃，各系作推動，國內也有幾所大學實行模

組化課程。教務處的規劃是在現有的課程架構下，分成理論模組、

實務模組，同學可在系所規劃的課程架構下，依自己的性向或生涯

規劃做選擇。各系及各院依特性不同，有的系設計 1 個理論模組、2
個實務模組，或 2 個理論模組、1 個實務模組，或 2 個理論模組、2
個實務模組。現在各系已規劃完成，將自 104 學年度開始實施。 

 

肆、教官報告： 呼籲安全注意事項，請班級幹部協助轉達給班級同學 

一、防範 CO 中毒：近期因鋒面通過及大陸冷氣團南下影響，局部地區氣溫驟降，

早晚溫差大，提醒同學(尤其是校外賃居學生)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

煮食時，特須注意室內保持空氣流通，切忌門窗緊閉，避免肇生一氧化碳

中毒事件。賃居校外同學如有任何校外租屋問題，請電軍訓組 2717311 專

人為您服務。 

二、交通安全：近期他校學生因機車改裝類似"熱熔胎"，發生濕地打滑事故，造

成人員傷亡，請同學勿任意改裝機車，以免肇生意外事件。一年級同學，

特別注意，騎機車一定要戴安全帽。 

三、連續假期，請同學多運用大眾運輸系統以降低事故發生機率，騎乘機車時

請注意勿疲勞駕駛(如跨年、夜遊、環島、打工、生病)、酒後駕車、違規超



速、闖紅燈、盡量配戴全罩式安全帽、下雨時注意交通路況及路面濕滑。 

四、103 年 12 月 17 日(三)下午 1:20~3:10 導師制活動時間於瑞穗館舉辦 103-1
學期「大一寒假安全講座暨校外賃居安全宣導」，請大一同學準時就位參加

(當日實施點名)，其他年級同學採自由參加。 

五、同學擔任家教，千萬要與家教的學生保持安全距離。此外，性別方面友善

環境，職場環境上遇奇怪的雇主要注意自身安全，有問題可向教官請教。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 午 2 時 30 分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師生座談會學生意見處置說明表 

學生提問問題 答覆單位 處置說明 

系館電物一館位於學生活動中心旁

邊，長期受到學校廚房油煙的影

響，於 1 樓、2 樓上課都會聞到廚房

排出的油煙味，此已困擾多年，希

望學校能協助解決，是否將油煙引

到頂樓排掉或增設系統調節，讓同

學上課能不受油煙影響。 

總務處膳

食委員會 
目前已經兩台大型水洗排煙修繕完

畢，擇日再將一樓廚房四口排風口做後

段處理，應能大大降低油煙味。 

通識課選課問題，學期初選課時，

先選蘭潭第一時段 1 門通識課程，

之後要再選其他校區第二時段網路

課程時被系統擋修，沒有選課成

功，建議學校能修正系統。 

通識中心 若第二時段未選上課程，是可再登記第

二時段網路課程。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通識領域的系統選課，已將原本的第一

時段和第二時段的課程合併於「通識教

育選修選項：通識領域課程」中，在此

課程類別系統至多可篩選兩門課程，不

會影響各年級同學原本預定修習的科

目數。 

工程館旁邊通往停車場的道路路面

不平，下雨天都是泥濘，不方便行

走，建議改善。 

總務處 即刻通知施工廠商報價，俟陳核後辦理

維修改善。 

有關考試卷問題，學校的考試卷有

虛線，對理工學院學生須做計算的

科目不適合使用，建議改善。 

教務處 配合理工學院需求，日後將另印製空白

答案卷。 

學校圖書館自修室到停車場途中，

附近周圍經常有野狗群聚，夜間出

自修室走回停車場多次被野狗圍聚

追趕，希望能改善。 

環安中心 本中心定期派員巡檢並通報嘉義市政

府環保局協助捕捉及驅離。若發現有犬

隻影響人員之運動、安全或校園整潔，

日間請通知環安中心(電話

217-7137)，夜間請通知駐警隊(電話

217-7155、7159)協助處理。 

理工大樓 1 樓建議增設販賣機。 總務處 已洽詢自動販賣機廠商於 104 年度起

在理工大樓增設販賣機。 
嘉禾館重量訓練室的音響老舊且壞

掉多時，建議能修護。 
體育室 嘉禾館重訓室並無公有音響，日前僅有

私人所有者，建請所有人未經同意勿擅

自放置。 



學生提問問題 答覆單位 處置說明 

電物一館於學生活動中心旁，活動

中心音樂社團樂器練習聲音太大，

尤其是打擊樂，不管有沒有關窗戶

聲音都很大，影響在一館上課及夜

間自修的同學，建議增設隔音設備

或遷移社團辦公室。 

學務處 目前繪製各社團辦公室位置圖，104 年

擬重新分配各社團辦公室。 

系館位於大門口右側，同學停車於

禾康園處的停車場，上課要繞經嘉

農亭、滯洪池往系館行走，下雨積

水要繞道很不方便。 

總務處 即刻通知施工廠商報價，俟陳核後辦理

維修改善。 

操場晚上沒有照明，大燈壞掉許

久，夜間活動很危險。 
體育室 司令台大燈已修復並可使用。 

側門大的停車場停車位不夠，同學

會將車停到路上很危險。 
總務處駐

警隊 
機車第三停車場包含二個部份：1.西側

門旁停車場；2.環潭道路(愛的大路)。 
有些同學為趕時間或圖方便常違規停

放於通道上，因而造成同學們行車危險

駐警隊將會加強巡邏取締，以維護行車

安全。另建議同學們，如場內車位已

滿，可將車輛停放於上方約 50 公尺(愛
的大路)路邊車位，經觀察該處長年來

都有車位可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