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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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3 月 15 日（三）13 時 20 分 

主席：洪院長滉祐                                        記錄：簡麗純 

出席： 

(一)師長：詳如簽到單 

(二)學生：詳如簽到單 

 

壹、 頒奬：本院學生參加國內外各項競賽獲獎同學 

一、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二年級林一夫同學、張嘉芳同學、吳宗益同學參加「2016

中國化學會年會」榮獲優秀壁報論文獎，碩士班二年級王昱敏同學參加「中

國化學會嘉義分會 105 年年會壁報論文競賽」榮獲特優獎。請王昱敏同學

同學代表上台領獎。 

二、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四年級黃宜婷同學、洪子庭同學、許慧貞同學參加「2016

第 21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榮獲資訊技術應用組第二

名。請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三、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四年級洪子庭同學、張雅婷同學、黃宜婷同學、黃信發

同學、陳宏旻同學、曾珮瑄同學、郭晉同學、鄭翔齊同學、許慧貞同學參

加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氣壓職類乙級證照檢定」榮

獲檢定合格。請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四、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四年級楊舒宇同學、三年級鄧翔冠同學、二年級程進銘

同學、張峻傑同學參加台灣生物機電學會「2016 第九屆生物機電盃田間機

器人競賽」榮獲第一名；三年級陳威碩同學、吳季倫同學、陳胤同同學榮

獲第二名；三年級黃大哲同學、許志豪同學、黃韋蒼同學、蕭智翔同學榮

獲第三名。請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五、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三年級張立翔同學、蘇品丞同學、徐家鈿同學、賴冠佑

同學；四年級林義竣同學、傅冠傑同學、戴正智同學及電機工程學系萬俊

瑋同學參加台灣生物機電學會「2016 第九屆生物機電盃田間機器人競賽」

榮獲佳作。請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六、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二年級黃弘儒同學、大學部四年級楊舒宇同學、

薛竣丞同學參加萬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萬潤 2016 創新創意競賽」榮獲

最佳潛力獎。請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七、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二年級宋冠杰同學、姜柏霖同學參加經濟部工業局舉

辦「105 年度初級遊戲程式設計師能力鑑定-行動遊戲」榮獲鑑定通過。請

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八、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三年級王冠宏同學與他校同學共同組隊參加台灣氫

能與燃料電池學會「 2016 第八屆全國學生盃氫能車競賽」榮獲冠軍。請

受獎同學上台領獎。 

九、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四年級洪偉捷同學、陳韋丞同學參加旭泰精密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2016 旭泰科技論文獎比賽」榮獲大專專題競賽類別 優良創

意獎。請獲獎同學上台領獎。 

十、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二年級蔡沅晁同學、邱品翰同學、黃清修同學、三

年級吳柏緯同學、謝捷宇同學、莊任傑同學、四年級陳韋翔同學、高士育

同學、王健漢同學、徐嘉旻同學、張峻凱同學、簡志宏同學、呂道琹同學

等組隊參加「2017 全國大專院校土木相關學系盃運動競賽-男子組排球競

賽」榮獲 第一名。請獲獎同學上台，請領隊代表領獎。 

 

貳、 主席報告： 

一、恭喜以上獲獎同學，並感謝各系教師的指導及辛苦付出。 

二、本會希望同學在求學過程，不管在上課、社團、實驗室等發現問題要建議

系上、學院或學校的，可於此機會提出，我們會協助處理或轉請相關單位

協助改善。 

三、系主任及教官介紹。 

 

叁、教官報告：  

一、安全宣導：蘭潭校區大門口施工，騎摩托車經過時請放慢速度，注意安全；

行經二段式左轉處，請依照規定做二段式左轉。 

二、詐騙宣導：上學期至今陸續接獲家長來電詢問同學是否平安，因為有詐騙

利用機會進行詐騙，所以請同學要與家人保持聯繫。另外網路詐騙，ATM

是無法解除貸款，有問題同學請打反詐騙專線。 

三、學務處舉辦「好品、好德集點好站」系列活動，3 月 29 日軍訓室舉辦「租

屋博覽會」及 5 月 3 日「慈暉五月」都可以集點，請同學帶著你的集點卡

參加，可集點抽獎。 



四 兵役宣導：大肆、研究所延畢同學，請於下學期註冊繳費完成後，帶者註冊

繳費收據及蓋完註冊章的學生證至軍訓室辦理延長緩徵年限；已退伍返校

念書的同學請帶退伍令於 4 月 20 日前至軍訓室辦理儘後召集。 

五、軍訓室於 3 月 22 日於圖書館地下 1 樓舉辦「外交替代役男說明會」，歡迎

大四同學報名參加。 

六、賃居住所異動調查，請各班幹部轉知，將完成調查的資料送回軍訓室。目

前未完成的班級有：土木系大三、大四，生機系大三、大四，資工系大二、

大三，電物系大一、大三，電機系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肆、副院長報告： 

一、本院 2017 創意專題競賽活動： 

(一) 報名截止日期：106年 5月 3日(三)。 

(二) 取 30組入圍參加決賽，獎項有：金牌獎各類組各 1組，獎金 5,000元；

最佳創意獎 3組，獎金 3,000元；最佳潛力獎 3組，獎金 2,000元；佳作

獎 12組及入圍獎。 

二、本活動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各學系學生會。 

 

伍、系主任報告： 

資工系盧天麒主任： 

資工系於 5月 19日舉辦「南區大專資訊專題競賽」，同學若有資訊相關專題，

歡迎投稿；學術型專題可投 6月 24日「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活動相關資

訊可從資工系網站連結取得。 

 

陸、問題詢答：（請提問同學先報系所、班級、姓名後再提問） 

一、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二黃弘儒同學 

有關圖書館還書問題，有其他學校寒假還書暫緩，建議圖書館寒暑假是否可

暫緩(延長)還書？ 

院長答覆：將問題反映給圖書館處理。 

二、應用數學系大三蔡秉承同學 



進圖書館登入帳號後隔天就被駭客入侵惡意攻擊，請圖書館能做好防毒。 

院長答覆：將問題反映給圖書館處理。 

三、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大一孔崇維同學 

反映馬路問題：(1) 騎機車往綜合教學大樓方向，有一 Y 型路口處的路段，

路面不平、高高低低，騎過去時易偏向內側；(2) 靠卡處減數波(凸起)太多，

不易剎車。 

院長答覆：將問題反映給總務處處理。 

四、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大四洪子庭同學 

請問大門口施工何時會結束，因為假日在宿舍時有聞到燃燒東西的煙味，且

施工時聲音很大聲，影響休息。 

院長答覆：將問題反映給總務處處理。 

五、應用數學系同學 

(1) 理工大樓 9 樓空中花園常有人抽菸；(2) 儲水槽鐵架倒下沒有處理。 

嚴志弘主任答覆：(1) 儲水槽鐵架已修復並加固；(2) 抽菸問題將會貼宣傳標語，

提醒不要抽菸。 

院長答覆：本校全面禁菸，請電機系、資工系、應數系老師再向同學宣導及規

勸。 

六、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大三魏廷祐同學 

(1) 網球場周圍的草叢草很長，球掉進去就被吃掉檢不回來；(2) 2 場燈壞很

久還未修理；(3) 網球場有排球隊的人來練球，希望他們不要在有人打網球

的時間來練球。 

院長答覆：草的問題請總務處協助處理，運動場館請體育室處理。 

七、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吳柏緯同學 

理工學院體育競賽去年沒有辦排球，建議能繼續辦理；排球場 2 場的燈上學

期就壞掉一直都沒有修理。 

院長答覆：排球比賽項目請系學會聯合會評估是否續辦。排球 2 場燈不亮問題

反映給體育室處理。 

七、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張立翔同學 

暑假大三、大四同學要自己找實習場所。有實習的同學反應，暑假實習的感



覺像打零工，他們有發現其他學校學生可作與實務相關的工作，因為他們學

校與廠商有簽約。建議學校能與一些廠商締結合作關係，提供學生實習名

額，同學可從校內投遞資料，校內篩選學生去申請，這樣實習才會確實，有

品質也有保障。 

院長答覆：暑假實習學校規定至少要有 10 天。10 天的實習不長，廠商要付出的

是比較多的，所以許多是老師或主任是透過關係讓學生去實習。本

院會努力看看，找各系主任討論是否有廠商可合作。 

七、應用化學系碩二王昱敏同學 

本校姊妹校的名單中很多是農學院與商學院的學校，很少有理工學院。我們

學校師資很好、學生很優秀，為何不多跟幾間學校締結簽約。來嘉大念書的

同學家境偏中下，應可提供獎學金、海外實習等吸引人的部分，這對招生是

很值得參考的。 

院長答覆：此部分再找機會加強。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 午 2 時 20 分。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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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圖書館還書問題，有其他學

校寒假還書暫緩，建議圖書館寒

暑假是否可暫緩(延長)還書？ 

圖書館 1.基於圖書流通的原則，圖書能讓多

一點讀者借閱，方能達到圖書利用

的效益。2.寒暑假期間同學若不再校

內，仍能透過郵寄歸還，以郵戳日

為還書日，即不會有逾期發生。3.

寒暑假暫緩還書因涉及圖書借閱政

策及法規規定，需提相關會議討論

後再議。 

進圖書館登入帳號後隔天就被駭

客入侵惡意攻擊，請圖書館能做

好防毒。 

圖書館 1.宣導讀者多加利用雲端硬碟及網

路下載資料列印，減少使用 USB 儲

存裝置。2.立即更換防毒軟體及還原

軟體更新。3.加強公用區電腦檢測。 

反映馬路問題：(1) 騎機車往綜合

教學大樓方向，有一 Y型路口處

的路段，路面不平、高高低低，

騎過去時易偏向內側；(2) 靠卡處

減數波(凸起)太多，不易剎車。 

總務處 1. 有關馬路問題，希望同學提供較

明確地點或圖片以利維修。 

2. 加強巡視校區路面，如有上述情

形，立刻通知廠商維修。 

請問大門口施工何時會結束，因

為假日在宿舍時有聞到燃燒東西

的煙味，且施工時聲音很大聲，

影響休息。 

總務處 1. 大門口施工非本校所發包之工

程，轉知嘉義市政府承辦單位要

求改善。 

2. 經查該工程已結束，惟紅綠燈代

安裝。 

(1) 網球場周圍的草叢草很長，球

掉進去就被吃掉檢不回來。 

體育室 (1) 已請總務處檢修完成。 

(2) 2 場燈壞很久還未修理；(3) 網

球場有排球隊的人來練球，希望

他們不要在有人打網球的時間來

練球。 

體育室 (2) 2 號球場照明長期因遇雨滲漏問

題，僅能利用寒暑假期間(停課)才能

進行檢修，敬請見諒。 

(3) 已張貼公告，以網球活動為優

先。 

排球場 2場的燈上學期就壞掉一

直都沒有修理。 

體育室 2 號排球場照明仍處保固期間，已請

廠商處理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