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號

1

問題&建議

校內獎學金刪減太多，對於成績優異的獎學金太少，幾乎都是弱勢
獎學金，希望增加針對成績優異但沒有特殊情況的獎學金，例如林
增連獎學金(被取消了)。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目前進度【已完成(請註明時間)、規劃中
(請敘明規劃時程與預定完成時間)、依規定
持續辦理】

生輔組

1.有關成績優異獎學金就字面上解釋即為學業績優獎學金，目前每學期仍持續辦
理中，另林增連創辦人獎學金並非學業績優獎學金，而是綜合評比公益服務與證
照競賽為主之獎學金，現因該基金會經費調整支援項目，並於本(107)學年度起無
法支應並暫停該項計畫。
依規定持續辦理
2.有關本校校訓為健康、關懷、創新及卓越，期望每位同學都能在五育中均衡發
展，故而設立學術表現與才藝績優獎學金，舉凡參加國內外各項競賽或參與研討
及學術發表等績優事蹟，均可於每學期申請相關獎學金，請同學參考本處及生輔
組相關網頁，適時提出申請。

2

有關於林增連獎學金，雖然因資金不足而取消，建議學校在選擇獲
獎同學的部分，是取系上前六，而非各班前三。

生輔組
教務處

【生輔組】林增連創辦人獎學金是綜合評比公益服務與證照競賽為主之獎學金，
現因該基金會經費調整支援項目，並於本(107)學年度起無法支應並暫停該項計畫
，同學可以上生輔組網站查看其他校內外獎助學金，並於期限內盡速提出申請。 已完成(107.11.16)
【教務處】本校學業績優獎學金的目地是為了獎勵各班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表現
優良之學生，故以各班排名為主。

3

獎學金越來越少，幾乎都針對弱勢，沒有成績優異、敦親睦鄰也沒
有了。

生輔組

本項學業績優及敦親睦鄰獎學金仍然存在並持續辦理中，同學可參考學校生輔組
依規定持續辦理
網頁，適時提出申請(學業績優由學校主動檢討及發放)。

4

學生校園入口網站，已有架設「校內服務助學(工讀)機會查詢」，
但查詢時均無刊登相關資料，現仍由各教學及行政單位自行PO網，
同學要自己一個一個處室的問，也不知道何時可以開始詢問。建議
權責單位是否可以整合相關網頁。

生輔組

生輔組會於網頁公告校內服務助學機會供同學查詢，並每周更新資料。

5

生輔組新生入學週請各系會幫助新生，學長姐工讀金的部分好像還
沒下來。

生輔組

相關助學金已於11月09日入學生提供帳戶，如仍未入帳請洽總務處出納組或生輔
11月09日已完成入帳手續
組查詢。

依規定持續辦理

6

僑生工作證為何這學期開始統一在10月1號才能申請?

生輔組

勞動部規定境外生申請工作證有二個時段：上學期核定期限自當年10/1日至次年
3/31日止，下學期核定期限自當年4/1日至9/30日止，截止日期為固定，起始時間 依規定持續辦理
依提出時間不同而異。

7

每次「與學務長/校長有約」的紀錄，希望增加日期標示，因為許多
問題歷年都有重複，只是學校還未解決；希望學校對於問題有詳細
紀錄，及「處理問題」表格，方便學生會及學生了解學校處理項目
及行事行程安排。

生輔組

本表單已依同學建議增加「目前進度」欄位，使學生了解學校處理項目及行事行
已完成
程安排。

8

如何得知漲學費時程？公聽會的時間是如何決策？「與學務長有
約」及「與校長有約」時間是什麼時候訂定？以及如何訂定的?

生輔組

「與學務長有約」及「與校長有約」都是在暑假前（每年7月）定出時間。學年前
依規定持續辦理
訂定行事曆時，時間就已定出。往後活動辦理時間會避開期中考、期末考週。

9

「與學務長有約」在敏感時間，下星期段考卻坐在這，且校園通告
沒有公告，需自行上網查詢。參加人員為抽籤前來，且為臨時通知
，但並非每位學生有空或願意前來，希望改善為自願前來。

生輔組

1.時間回覆如上題。
2.公告不好找的部分，以後會在學校首頁直接連結。
依規定持續辦理
3.歡迎所有想提出問題的學生來參加，往後將加強與各系之間的溝通，避免抽籤
等非自願參加的情形，。

10

新生週領航員的徵求，希望可以在暑假前提出需要學長姐協助的人
數。

生輔組

謝謝同學的反應，今年因開學日與往年相比相對提前，導致在人數徵求上太晚提
依規定持續辦理
出，往後我們將會更加注意時程，盡快向各系提出人數需求。

11

是否能在夜間或者是寒暑假時段開設實驗課程，這樣進修部同學爾
後才有機會參與國家考試

保健系

1.目前國家考試僅規定系名相符及實習證明，並無規範修那些實驗課，故進修部
同學獲得畢業證書及實習證明後即符合參與國家考試資格。
2.夜間部可排課時段一週僅20小時，無法安排實驗課程(一學分三小時，若安排勢
依規定持續辦理
必造成延畢，以前實施過)，若須於寒暑假開設實驗課程，則需修訂課規或另外繳
費(不建議)，亦得徵求願意於寒暑假夜間授課的老師。
3.建議至日間部修習實驗課程。

12

校內抽菸問題嚴重(I棟轉角、圓環)

軍訓室

本學期排定每周不定時上、下午時段巡查校園各個角落，截至目前為止共計查獲
依規定持續辦理
抽菸人數計30人。軍訓室持續巡查杜絕校內抽菸問題發生。

13

加強宣導校內禁菸，最近常看到有人在不該抽菸的地方抽菸，聞到
煙味的頻率也提高。

軍訓室

軍訓教官於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融入式教學時加強宣導校內菸害防制相關規定，也
依規定持續辦理
提醒同學要發揮三品教育宗旨適時規勸同學不要在校內抽菸。

14

校內抽菸問題，可不可以有具體的處罰方式，不單以規勸，希望設
置吸煙區。

軍訓室

學校有安排巡查動線，且有處分方式。開學前三週教官先有勸導取締，後其他時
間取締登記者，均依學校獎懲辦法處分（申誡），但希望同學發現違規吸菸同學 依規定持續辦理
且影響到他人時，能鼓起勇氣，進行勸導，讓校園環境更加清新。

15

校內流浪狗是否有定期除蚤及洗澡？

軍訓室

與社團聯繫過，該社團均有定期梳洗犬隻並進行除蚤，另狂犬疫苗亦完成注射。 依規定持續辦理

16

進修部的體育課場地過少，體育館又常常有活動導致同學常常停
課。

體育室

進修部體育課場地有依照上課班級分配，如體育館內有舉辦校級活動，協調任課
教師移至其他場地上課。目前將室外籃球甲場或丁場，作為如遇到當週體育館有 依規定持續辦理
活動不能使用之班級使用。下學期上課場地將增加韻律教室或技擊教室的使用。

17

希望增加一面排球可以對牆的牆壁，每次都得跟網球共用，有安全
的問題。

體育室

練習牆的使用，晚上除了網球校隊及社團的使用時間以外，其餘時間皆可以作為
排球練習的使用，基於使用空間的分配及安全考量，請同學避免於校隊及社團練 依規定持續辦理
習時間進入使用。將會再評估練習牆的新增。

18

籃球場(戊、己)地板很滑且設備老舊，排球場丙場及甲乙場之間希
望可以設高網，學校傍晚黑暗，希望可以設置多點照明燈。

體育室

1.每年有逐年修繕室外球場，依據學校分配經費進行整修，也有請運動設施廠商
評估，作為修繕的優先順序。
2.排球場架高網將請廠商評估可行的方式。
依規定持續辦理
3.照明燈的設置有配合各運動設施間的距離，以不互相影響運動項目的使用及安
全距離的考量，將無法隨意增設。

19

假日來學校練習並使用場地，但由於體育館沒開，如要使用飲水機
或廁所，必須跑很遠才能使用。希望能多增設飲水機和公廁。

體育室

將與總務處協調假日開放警衛亭廁所給予學生就近使用，飲用水請同學自行攜帶
已完成(11.17已開放體育館警衛室廁所)
或至管理大樓(M棟)使用飲水機。

體育室

學校曾有考量PU跑道，但因溫度高，會有毒氣；且周圍多為稻田，水會滲入跑道
，導致跑道容易損壞，所以不考慮改為PU材質。至於紅土飛揚問題，未來將以灑 11.22已送補土經費請購案，預計12月中之
水…等處理方式，將會再討論。我們會於107學年度運動會前完成紅土補充、整修 前完成跑道整修
跑道。

20

操場紅土造成許多不便，希望可以改為PU跑道。

21

1. 積極學習助學金的類別一，原規定是「每一學期累計十場次」，
但在一個月內，更改為「每月累計五場次，活動場次不得跨月」。
原本9月開學時，看到導師所發布的資訊為「每一學期累計十場次」
1.弱勢學生學習輔導獎助學金辦法於107年9月19日進行提案修法，配合修法內容
，因此規畫時間聆聽講座，後來10月初時，我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調整各項獎助學金相關申請文件後，於107年10月1日寄發各班導師最新修法後之
獎助學金辦法轉知給同學。修法前亦於網站選項點選處提醒「網站更新中」，以
，對方回應獎勵辦法已修正，所以我不符合資格，原因為：聆聽講
避免同學使用舊版之申請檔案。學生提出9月開學時，規劃時間聆聽講座，於10月
座跨月份。獎勵辦法前後不一，且未於網站上看到有「更新」的字
初時提出申請，如以舊制中「每學期累積10場次」之想法提出申請，應適用於新
樣，讓申請者覺得無所適從。
2.英語能力檢測獎助學金的部分，原本規定「2018/1/1~2018/12/31
制中「每月累計5場次」，因於9月份時就可能已累積了可申請場次，應符合申請
內的多益測驗成績達225分以上，且參與語發中心所開設之英文檢定 起飛計畫辦 資格。
依規定持續辦理
未來將加強獎助學金網站公告之即時性與正確性，並於最新消息中公告最新修正
密集班，獎勵辦法可獲得2000元新台幣」，我提出申請後，繳交至
公室
之辦法。
語發中心，承辦單位向我留下個人資料，表示內部開會後會再通知
2.107/1/13所進行之多益測驗，係為語發中心106-1學期所開設之「夜間英檢密集
，但得到的回應卻以「跨學期不符合資格」，導致原已符合資格，
班」，上課期間為106/10/16~107/1/12，如考試報名費用之繳費收據為107年度內
但最後卻不符合資格(我於107年1月13日進行多益測驗，但這個測驗
之日期，即可提出獎助學金申請，補助其考試費用。
無法申請獎助金)。此外，多益測驗獎助學金獎勵辦法也與過去發佈
另，「截圖3」係為宣傳之簡報檔版本，宣傳時也有告知同學，要以學務處弱勢起
之內容有所出入，原申請資格如上述，但提出申請後，事後卻發布
飛計畫公告之版本為主，日後將會加強公告之正確性，以維護同學之權利。
「外文系和非外文系多益測驗成績更改分別為550分和400分，獎勵
辦法可獲得1000元新台幣」。各單位發布新規定時皆未通知，僅更
新網路資訊，導致申請者於各單位來回奔波，無所適從。

22

起飛計畫，申請辦法、條件反覆變更。3月的時候有申請學伴計劃，
考量參與106-2學期之學伴互助課業輔導學生之成績通知於暑假期間寄發，未能於
學伴與受輔導者皆能領到獎勵金，開學時想申請卻得到10月1號會更 起飛計畫辦
當時之適用辦法申請獎學金。將協助學伴學生提出申請，透過申請補發方式，陳 依規定持續辦理
新辦法的回覆，但更新後的辦法是兩人皆無獎勵金，為何上學期申
公室
請校長核定後發放。
請不適用上學期的辦法?

23

宿舍寄物服務從上學期開始只限用紙箱包裝，而不能使用塑膠置物
箱包裝。然而因寄物物品內裝有液體的瓶瓶罐罐(如洗髮精、沐浴乳
和洗衣精等等)，因未鎖緊或擠壓導致液體外露，若用紙箱包裝會間
接影響其他寄物品及環境濕滑髒亂，相較於塑膠置物箱較堅固，不
會因重量不均倒塌壓毀，即使有液體沾到置物箱亦不會影響置物箱
內的物品，且置物箱可清洗和重複使用，而若在塑膠置物箱外用紙
箱包捆，程序上有多此一舉的感覺。

宿服組

1.由於考量到塑膠置物箱可承受之重量(宿舍空間考量，紙箱會堆疊)及移動中(搬
動時蓋子會脫落、東西掉出來)受損較高，故建議以紙箱包裝。
依規定持續辦理
2.如果同學需使用塑膠置物箱亦可，寄物相關規定則於每學期離宿公告張貼。

24

女宿一樓兩側鎖死的開放式門，建議可以開放此兩扇門為逃生門，
並在逃生演練時訓練、教導同學如何從此逃生門逃出。

宿服組

1.感恩及惜福學苑女生宿舍一樓大門兩側皆有安全門，緊急狀況時皆可以自由開
關進出，目前有部分損壞之處已請總務處協助維修。
預計於11月底前完成
2.本年度逃生演練當天由於規劃由大門逃生路線，故未開放大門兩側之安全門，
謝謝同學建議，明年度逃生演練時將列入規劃動線。

25

僑生寒暑假回家，但由於宿舍不開放，行李寄放的問題該如何處
理？

宿服組

寒暑假宿舍均有提供下學期之住宿學生寄物，同學可至書院與住宿服務組網站上
依規定持續辦理
下載寄物單，將寄物單黏貼於預寄物品上，再至櫃台登記。

宿服組

備取床位很慢才通知的原因，是因為得先抽籤，抽籤後如果有人放棄、未繳保證
金，再進行放棄的行動，因此備取較後段的學生才會比較晚通知。會再討論如何 依規定持續辦理
加快備取床位的公布。

宿服組
總務處

【宿服組】1.目前各棟宿舍皆有設置兩台跑步機，考量宿舍空間有限，健身房之
規劃擬再評估中；2.宿舍臨時請假規定時間，由於宿舍管理員需聯絡家長確認，
需要較長時間，故仍維持21:30前完成請假手續；3.針對冷氣部分需現場觀察，再 依規定持續辦理
協請總務處加強檢視，並再請樓長加強宣導。
【總務處】機車停車場路面顛簸請提供明確位置，以利評估改善。

26

宿舍備取床位通知，是否可以在學期結束前通知？

27

住宿方面，女宿可否有健身房？對於臨時請假規定的時間（21:30前
需完成請假）覺得太早，希望能夠往後延長請假時間。一宿冷氣問
題不夠涼，外面氣溫比室內還涼爽。宿舍後面的機車停車場路面顛
簸，有發生危險的疑慮。

宿舍是否能提供冰箱，例如一層樓一個共用。

宿服組
總務處

【宿服組】1.本校每棟宿舍一樓櫃台皆有設置冰箱以提供學生保存藥品。2.另由
於考量各棟宿舍電壓控管及冰箱使用管理規範問題，故暫時無規劃樓層共用冰箱
108學年度再行評估
之需求，將於下學年度再行評估。
【總務處】請宿服組評估。

29

宿舍大燈時常不按時開啟或關閉

宿服組
總務處

【總務處、宿服組】宿舍目前於每日16:00開放至23:30關閉，且於期中考前一
週、期中考週、期中考後一週及期末考週不熄燈。對於不按時開關，同學可以至 依規定持續辦理
櫃台反應。

30

四宿女生樓層的熱水忽冷忽熱，報修多次,但一直沒有改善。

總務處
宿服組

【總務處】因熱水循環泵故障導致，已於11/5(一)修繕完畢。
【宿服組】已請反映學生協助問題的釐清，並請駐校廠商將溫度調整適當

31

M棟方向機車停車場機車過多，很多都停在道路上，有安全疑慮。

總務處

此區域同學常隨後又停一排車，影響前排機車的出入及車道順暢，將在此區域加
規畫中，預定於11月底完成。
劃機車停放邊界線，並張貼警語，請學務處協助宣導。

32

灑水器都撒在路上，設置還積水，浪費水資源也造成困擾。

總務處

謝謝同學的提醒，灑水器角度容易因風大或被同學踢到而偏掉，將會隨時調整。 依規定持續辦理

33

晚間校園過暗，希望可增設多一些路燈。

總務處

夜間燈光無法比擬白天，學校針對校園路燈已盡力加強改善完成，如還有不足的
依規定持續辦理
部份，請同學再各別提出明確地點，以利評估改善。

28

11/06已完成

34

希望學校能再好好檢查教室內設備是否都正常

總務處

一般教室皆已簽訂定期維護合約，一般教室的排課率在90%以上，廠商每個月也都
利用空堂、晚上及假日時間定期保養。同學上課期間如果遇到設備有問題，也可 依規定持續辦理
利用資訊講桌上的維修QR CODE系統報修，立即了解問題、排除問題。

35

M415講桌麥克風有聲音但很多雜訊

總務處

經10/29日再次確認該設備無雜訊，應該是有雜訊當下有報修後立即更換麥克風完
已於報修當下處理完成
成。

總務處

經檢視，原因為「教室課表系統」於開學初期間，課表變動設定頻繁，未能及時
讀取設定所致。營繕組的同仁，先前已完成系統調整、校正， 並確認設備運行均 已於10/19處理完畢。
正常。如有再發生狀況，請再向總務處反應，我們將即時處理。

數媒系

本系於107-1暑假受學校總務處支援227,000元/系上191,338元更新電腦螢幕與
2,672,500元/系上150,000元更新電腦主機，於A309、A311電腦教室。
有關學生提出問題應為A303電腦情況已請工程師進行查驗，發現為還原卡造成開
機緩慢，並於107/10/16將老師機的還原卡拔除，藉以使得電腦開機及軟體開啟快
已於10/16處理完畢。
速。
由於107-1暑假已將系上經費投入於更新A309與A311電腦教室，目前並無多餘經費
進行更新A303電腦教室，預計明年度計畫將費用用於A303電腦教室更新設備。該
電腦教室將協請學校進行更新計畫。

數媒系

每個月工程師到系上維護電腦教室的硬體與軟體，工讀生每兩週會檢查電腦教
室。系上教室皆有安排維護人員進行維護，以及有報修機制請學生填寫GOOGLE表
依規定持續辦理
單報修。經查證教室並非血跡，而是學生在教室飲食，會請授課教師務必向學生
加強宣導不能飲食。

教務處

【已完成(107.11.16)】本校每學期安排星
期四、五上午時段，開設「跨領域課程」提
本校開放各跨領域學程課程供全校學生選課，同學如有課程選課需求請於開學加 供學生自由選課，進修學士班學生如有興趣
退選期間至各開課單位詢問。
申請「跨領域學程」者，歡迎同學於大一下
至大三下每學期13~15週期間至教務處註冊
與課務組完成申請程序。

36

進修部上課時間很常不給電，沒燈也沒冷氣。

37

數媒系A棟3樓的電腦設備有沒有預算更新，上課開軟體要花30分
鐘。

38

之前教室翻新有感，但在處理器和軟體部分還是有點慢，且稍嫌不
足。A311教室地板希望可以整修，目前有點翹起凹凸不平，甚至還
有血跡。

39

跨領域學程是否能開放給進修部學生參與？

40

41

跨領域學程不知開課老師，學生需自己跑來跑去詢問。而非專業科
系學生多選擇此課程，導致當科專業因人數已滿，外系學生便無法
選擇。而畢業門檻入學後才做調整，導致有些專業科目被刪除。

教務處

建議同學利用「課程查詢系統」查詢每學期課程開課訊息，若同學實際加選專業
已完成(107.11.16)
課程時有不清楚之處，歡迎同學向課程開課學系或教務處單位進行確認。

教務處
會計室

【教務處】本處尊重各學系在專業課程上之安排，是每學期各系之必選修並不相
同，但皆符合本校修課學分數之規定，又每學期皆有開設「他系專長課程」、多
種外國語言文化之課程供學生選修，並鼓勵學生多加修習跨域及語言相關課程，
培育從原有的專長或興趣發展跨域能力，使學生具備未來職場之能力需求。
已完成(107.11.16)
【會計室】依據本校學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略以，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
數，…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另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略以，
本校學生修讀之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

教務處
會計室

【教務處】本處尊重各學系在專業課程上之安排，是每學期各系之必選修並不相
同，但皆符合本校修課學分數之規定，又每學期皆有開設「他系專長課程」、多
種外國語言文化之課程供學生選修，並鼓勵學生多加修習跨域及語言相關課程，
已完成(107.11.16)
培育從原有的專長或興趣發展跨域能力，使學生具備未來職場之能力需求。
【會計室】依據本校學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略以，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
數，…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另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略以，
本校學生修讀之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

會計室

本校校外實習費補助標準於107/7/10修正通過調整如下:
(1)就學期間僅一次校外實習者，每生原補助上限1,500元調高至2,000元。
(2)就學期間校外實習二次以上者，每生原每次以不超過1,000元為上限調高至
1,500元。

教務處
生輔組

【教務處】開課有一定的制度與規定，各學系課程異動須經系、院、校三級課程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變更。選課系統備註上有寫「限本科系學生」，則不供外
已完成(107.11.16)
系選修。
【生輔組】我們會於網頁公告校內服務助學機會工同學查詢，並每周更新。

教務處

依據本校「學則」第十條規定，學生應於每學期始業時，依規定繳納各項費用，
完成繳費及選課手續者，即為註冊完成，如逾期辦理註冊者，依規定應予退學。 已完成(107.11.16)
學生可於返鄉前先部份繳費，等開學返校時於開學第一週將學費繳清。

圖書館

閱讀咖啡區為本館的討論空間，提供師生討論及舉辦活動之用，館內的三樓、四
樓尚有較為安靜的席次，歡迎多加利用！若您在樓上席次閱讀期間遇到音量過大 依規定持續辦理
的干擾，請直接向流通櫃檯反應，我們會前往現場了解並進行宣導！

圖書館AI體驗中心、閱讀咖啡館，辦了很多活動，造成吵雜，影響
到其他使用圖書館的人。圖書館的討論室必須透過線上申請，但如
果直接到圖書館櫃台難道不能直接申請嗎？有種多此一舉的感覺。
另外，AI六大體驗區域是否會影響到學生閱讀權益？

圖書館

1.回覆如上題。
2.圖書館討論室本學期採新的空間管理系統，全天24小時開放線上申請預約，非
常方便。若使用上有問題，也可以在圖書館開館時間內至櫃台諮詢，我們將協助
依規定持續辦理
您進行預約，新系統上線，需要時間熟悉，敬請見諒。
3.另配合AI體驗中心的建置，圖書館亦同步進行空間調整，閱覽席次並未減少，
同學們的閱讀權益不受影響，圖書館日後也將提供更多元的服務模式。

圖書館冷氣很冷。

圖書館
總務處

【圖書館】已經配合關閉部分冷氣，如您仍覺得溫度有過高或過低之情況，還請
直接通知本館工作人員，告知您當時的所在區域，我們會派人即時到場調整！
依規定持續辦理
【總務處】請圖書館調整空調設定。

四下保健系上沒有排課程，可以不用繳全部的學費嗎？(為何每學期
前3的人才能減免(免費)？)

42

想看學分與學費之間的明細與關係。當學分已修滿128，四下時沒有
課程，此學期的學費為何要收費？為何中國醫藥大學營養系的修課
內容多，課程也多元化，學費卻相對較便宜呢？

43

請問食營組的同學們參加「醫院營養實習」的「金額」為何只有補
助2000元而不是幫我們直接繳給醫院呢？(中國醫藥大學的營養系就
是由學校的系辦處理，不必自費)何況實習是被亞大算在學分內的，
有學分就算在學費內是否等於學生多付錢了？

44

有些選修課覺得不必要，造成很少人去選修，但之後卻變為必修。
希望學校可提供供外系選修的課程名單。也希望可提供工讀生空缺
名單。

45

僑生註冊費可否等回台灣再繳？學校催繳的時候我們還在家鄉，卻
收到學校說要退學的通知。

46

47

48

圖書館的咖啡閱讀區交談聲音過大，干擾到在空間外的同學。

依規定持續辦理

49

50

英文證照獎學金太少，連報名費都無法核銷。

服務學習上想重修實作課1，但上學期期中就必須申請。且實作1和
實作2內容一樣，好像沒有必要分開。

51

通識課程開課時間通常在星期二星期四，但很多專業課程也是在這
個時段。因為課程衝堂，必須以專業課程為優先，導致可能到大四
都無法修完畢業門檻。通識課程的開課，大一到大四內容都一樣，
能否增加新課程?是否可以跟各系協調，把開課時段錯開。

52

可否開一個專屬進修保健系實驗課程的投票會議，表決是否能在寒
暑假開設實驗課程?

53

宿舍網路流量不足，但有很多教學資源都是線上的課程。

語發中心

英檢獎勵金係依照每一位同學每四年內皆可以被補助之金額核算，只要持續考取
更高分證照，可不只申請一次。除獎學金外，每一位同學在本校就讀期間也皆能
被補助一次英檢考試，如同學本次考取高分證照(多益七百分以上)，可同時申請
考試補助與獎勵金。如同學可取得高分證照，未來還可申請擔任本中心教學助教
依規定持續辦理
，可一邊協助同學，還可領取助教薪資。
報名費部分，只要參與語發中心所開設的「夜間英檢密集班」，符合課程規定，
即可補助報名費用。
詳細資訊可洽語發中心M201辦公室，謝謝!

課服組

實作課無論新生或重修生皆須統一修課時間，故不開放預選及加退選。重修須於
修課前一學期提出申請，此部分入學時已做過宣導，重修時程每學期亦於課服組
依規定持續辦理
網站公告並協請各系所協助公告。服務類別(環境維護、外展服務、校外多元服
務)也開放學生選填登記，上下學期不一定要做相同的服務內容。

通識中心

1.通識博雅課程的時段，在九五學年度即與各院系協調上課的時段，日間部有三
個時段：星期一早上1-4節，星期二下午5-8節與星期四下午5-8節；進修部時段：
晚上10-13節；除此之外，星期一至星期四亦有9-10節的通識博雅課程。
2.通識亦與各院系達成共議：各院系的通識時段，不得安排專業課程，以利學生
選修通識博雅課程。各院系的通識博雅課程時段如下：人社院與管院是星期一早
上1-4節，醫健院是星期二下午5-8節，資電院與創院是星期四5-8節。
3.107-2起，星期四下午5-8節不再安排通識博雅課程，改至星期五5-8節，資電院
與創院的通識博雅課程亦安排在星期五5-8節。
4.通識博雅課程為大一至大四學生皆可以自由選修的課程，因此教學的內容並不
會只侷限在某一個年齡層。
依規定持續辦理
5.學校重視教學，教學內容與教法一直是與時俱進，即使同一課名，亦會因不同
老師開設，教學內容與教法亦有所不同。
6.近五年新開設之通識博雅新課程如下：愛情與生活、幸福之路、筆尖下的律動
與感動、數字與人生、漢字之美─篆書篇、漢字之美─隸書篇、世界博物館巡
禮、電影中之生物科技、報導文學（含實作）、臺灣心故事、電影中的古典音
樂、生命書寫、食品與毒物新知、客家文化風情與電影、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
全球金融市場與商品、小說與社會、海洋科技與未來、繪本文學欣賞、地方文化
與智慧社群、莎士比亞影片欣賞、寵物醫學概論、音樂藝術與文學、宗教看生命
倫理等24門課程，107-2將新開設2門：食品安全之面面觀、科技創新與永續。

1.擬與開課單位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協調討論，可否在寒.署增實驗課程，以
進修推廣部 利進修學士班同學取得國家考試資格
依規定持續辦理
2.先由各班導師蒐集學生意見，並擇期由進修部主任與各系主任召開協調會

資發處

在校園宿舍裡使用Moodle教學平台時，遇到課程使用如YouTube平台…等的影片教
學，使用前請同學先設定代理伺服器，就不會計算下載流量。目前資訊處提供兩 依規定持續辦理
台伺服器分流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