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1.27.星期二 12:30-13:20 學業達人座談會會前提問與回覆(碩士&四技) 
 

回覆部門別 提問和回覆 
出納組 希望存摺上面可以列明細 

回覆： 
辦理各項轉帳收款人存摺可容許的字數有限（6 個字以內），出納組辦理

轉帳後會寄發通知到各位同學的學校帳號: 
（學號）＠mail.,chihlee.edu.tw，會有詳細的付款說明請同學自行上網查詢，

謝謝。 
1.圖資處系網組 
2.人事室 
3.課務組 

1.期中期末考前能否多開放一間上機教室，人數過多造成沒有空為可使用。 
系網組回覆： 
    自由上機教室除 E61 電腦教室外，只要有學生至系網組辦公室反應無位

置可使用時，我們都會檢視是否有人佔位且是否有未上課電腦教室可供上機

並開放使用。如果，綜合教學大樓 6、7 樓電腦教室已無位置可供使用，建議

同學可以至系上借用有電腦的專業教室或空間，亦可以向聯合服務中心借用

筆記型電腦。圖資處於期中、期末考前一週星期六、日 10：00 至 17：00 都

會加開自由上機，並有公告於網頁上及 E61 教室公告欄，請多加利用。 
2.校慶為何不能同一天辦理? 
人事室回覆： 

本校 107 年 11 月 10、11 日(週六、日)舉行 54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校友

日、運動會活動，此年度重大慶典活動，係屬學生學習活動的一環，具有彰

顯教育功能之意義，並對學校發展及凝聚全校共識極有助益。況且活動內容

多元豐富，需要全體教職員工生共襄盛舉，因此在活動內容所需及學生參與

學習考量下，利用假日二天舉行活動確有其必要性，並訂於 108 年 4 月 1、2
日(週一、二)校慶補假二天；其均載明於 107 學年度行事曆(※行事曆有關校

慶活動與補假規定，業經學務處向學生議會溝通及取得共識後，再提經校務

會議通過) 並於 107 年 5 月公告周知。 
3.希望選課系統能提早開放，以便做行程規劃。 
課務組回覆： 

依據本學期選課作業時程，12/25 課表開放學生查詢至 108/1/2 第一階段

選課結束為止，共計 8 天時間供同學作選課規劃，如要再提早，勢必會壓縮

各系開課、配課與課程調整時間，甚或導致課表公告後再頻頻異動，影響更

多同學的權益，盼同學能諒解，本組亦將持續努力為同學爭取更多的前置作

業時間。 
總務處 C25 前面那台飲水機很常缺水 

回覆： 
近日發現機板控制異常，已請廠商修復。 

 



2018.11.27.星期二 12:30-13:20 學業達人座談會會前提問與回覆(五專) 
 
國貿系 專四時除了商品展及相關競賽，還要考取普業、貿丙、國貿大會考

等證照，其中還有行銷人員，連題庫都是錯的，向老師反應還請我

們背答案就好，對於要升學又有商品展的我們來說真的很沒有意

義，希望未來的學弟妹可以不用承受莫名的壓力，把時間花在專業

科目的證照，升學及商品展，而不是在僅有的時間來考取不重要的

證照。PS:為什麼我們都要考?因為綁在期中期末考的題目。 
回覆： 

國貿大會考與國貿丙級證照係搭配國貿實務課程輔導之證

照。本系畢業門檻為取得專業證照檢定二張，因此任課老師會於上

課時輔導學生參加證照考試，但僅能鼓勵不能強制要求學生參加，

同時為鼓勵學生考照及讓學生順利考過證照，任課老師會將證照題

庫做為期中期末考試範圍，學生可自行評估是否要參加證照考試。 
 
 
 
 
 
 
 
 
 
 
 
 
 
 
 
 
 
 
 
 
 
 
 
 



2018.11.27.星期二 12:30-13:20 學業達人座談會會議中提問與回覆 
 

回覆部門別 提問和回覆 
總務處 綜合大樓有些大型教室所使用的一體成形的課桌椅，在坐下時右腳會碰到課桌椅

的鐵桿，造成右腳無法伸直。此問題在大一軍訓課時造成了同學的困擾。希望能

夠在綜合大樓走廊的彩色的一體成形的課桌椅，個人坐過感覺起來比大型教室裡

所使用的一體成型課桌椅來的舒適得多。希望能夠多多設置綜合大樓一樓廁所的

手部烘乾機。 
回覆： 
一、有關教室課桌椅，已連絡該班總務股長王同學進一步了解教室課桌椅使用情

形；現行課桌椅均為同學試坐、票選後採購，未來擬編列預算，每年更新 2 間。 
二、有關廁所內安裝手部烘乾機，部分廁所因鄰近上課教室，安裝後產生之聲響，

嚴重影響教室課程之進行，實不適合安裝，故已拆除。 
總務處 請問學校匯款能不能不要扣學生的手續費，雖然有建議同學提供台銀的帳戶，但

是依邏輯來講，手續費應該是匯款人要承擔的。 
回覆： 
一、本校並未強制要求學生開立往來銀行「台灣銀行」之帳戶，任何跨行轉帳「金

資中心」皆須收取資料處理費 15-30 元整，學校已與銀行爭取僅收 10 元處理費，

學校與銀行並未收取任何費用，請同學見諒。 
二、建議同學可考慮開立台灣銀行帳戶，除了在校領取各項經費可免扣金資中心

「資料處理費」10 元，如果有辦理學生就學貸款的同學畢業後還款時仍可使用。 
課務組 
應英系 

希望學校能針對五專部的同學辦理二技升學輔導班，還有希望學校能妥善安排上

課的教室，例如：K64 和 K62 的桌椅(一體成形的那種)實在不太適合書寫(因桌面

太小書本和鉛筆盒和資料沒辦法一起放)不太方便。 
回覆： 
【課務組】 
針對五專部的同學辦理二技升學輔導班部分： 
一、本校二技申請條件，統測 30%，書審 70%，五專生可先修二技課程，考取二

技後可辦理抵免。 
二、已將有利升學的課程融入專科部課程，如微積分等課程。 
三、教務處可依同學學習需求開設補救教學課程，但必須是輔導本校正式課程，

故請同學向所屬系(科)反映學習需求，依本校課程規劃流程辦理。 
【應英系】 
謝謝同學的建議，12 月 4 日已更換桌子。 

總務處(營繕組) B 棟（仁愛）2、3 樓廁所經常缺水，導致廁所無法沖水。 
回覆： 
自來水供應瞬間減少，導致水塔缺水，這二週已無缺水狀況，本組將會持續觀察

追蹤。 



總務處(營繕組) C25 那台飲水機從早上上課到中午吃便當時間都還不能裝水 
回覆： 
C25 飲水機，機板壞了已通知廠商賀眾公司更新，12 月 4 日已更新完成。 

會計室 沒收入的老人回學校就讀，學費有優惠嗎?  
回覆： 
一、若身分別為在校生手足、校友及其親屬，可依致理科技大學在校生手足、校

友及其親屬就讀本校獎助辦法，向學校申請獎助金。 
二、若符合辦理減免學雜費、弱勢助學補助之資格，即可向承辦單位(日間部：生

輔組，進修部：總務組)提出申請。 
總務處 這學期於 K21 星期二的日文課，幾乎每次課桌椅都不夠 5 張、6 張，老師又有排

座位，所以都要去隔壁教室搬，兩間教室搬來搬去的…….有點累。 
回覆： 
事務組回覆：11 月 27 日會後即已依據教室人數將課桌椅補齊(70 張)，並督請樓

層工作人員隨時注意。 
會資系 先修了學分學程裡面的職場理論（大三必修目前大二）可以抵會資系大三的必修

嗎？（補充：目前修了日文學分學程） 
回覆： 
「企業倫理與職涯規劃」為三年級上學期校訂必修課程，本校日四技學生皆要修

讀，屆時該課程會直接帶入您的課表內，請您在會資系修讀完成後，再至應日系

申請學分學程學分認列，謝謝您。 
請注意，學分學程為您所有修讀課程組合而成，因此學分學程內的課程與一般課

程相同，而非獨屬學分學程課程，關於學分是否能認列在學分學程內，請向學分

學程所屬系所洽詢。 
企管系 企管系  

五專可不可以多加開設專業證照輔導班，以利於同學考取證照。 
回覆： 
企管系證照輔導目前均與課程結合並無另外開班，未來將納入考量。 

會資系 會資 
在上會計資訊系統這門課程，已考過乙檢的同學，是否可以用乙級證照抵免學分

或者考其他相關證照來抵免。 
回覆： 
「會計資訊系統」為本系必修課，且為學年課程，還是希望學生能夠按課程安排

完成修課，若已於高中時考取乙級證照之同學，歡迎向任課老師自薦擔任 TA，一

同協助輔導同學考取證照。 
國際處 
(國貿.應英.應日) 

海外實習回來會延畢，為何不能先修大四的課，實習回來剛好畢業。 
回覆： 
【國際處】： 
課程規劃是由系上負責，建議同學們可儘早於二、三年級時即與系辦公室聯繫諮



詢，尋求課程彈性安排或學分認定的可行途徑。海外實習雖非國際處主管業務，

但仍願意協助同學們解決困難，實現海外實習夢想。 
【應英系】 
本系參與海外實習學生，於出國前皆須經畢業學分及資格初審，以使學生於出國

前確切了解歸國後會面臨的狀況。本系亦盡全力或以選修學分補足相關必修學

分，或輔導學生返國後至進修部補修所缺的課程，以減少學生延畢的情形。 
目前先修大四課程，可依本校學則第 24 條規定辦理。 
【應日系】 
本系海外實習選修學分可抵免當學期必修課，不會因海外實習而造成延畢的狀況。 
【國貿系】 
依本校學則第 24 條規定「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者，次學期得經系主

任核可，加選一至二科目之學分，並得修習較高年級或他系課程。」故學生若符

合規定可以先修大四的課。 
聯合服務中心 B 棟數位講桌有些換新的，但有時上課時間無法開機，聽聯合服務中心說是一開

始更新講桌時就有的問題，請問有辦法改善嗎？(要隔一段時間才有辦法開機) 
回覆： 
首先，謝謝同學們的提問 
一、有關 B 棟新講桌在使用上反覆出現的問題，我們一直在密切注意中，由於開

學後每間教室使用率頻繁，廠商集結了各間教室報修問題，於開學一週後(9 月 22、
23 日週六、日)進行中控主機韌體第一版更新，更新後使用狀況已大幅改善。 
二、目前針對零星某間教室報修問題，廠商於 11 月 30 日已再次進行中控主機韌

體第二版更新。 
備註：由於今年暑假 B 棟新講桌全部換裝完成時間倉促(完工日：9 月 10 日)，距

9 月 14 日正式上課日僅 3 天，因測試時間不足，加上延用 B 棟講桌內的舊電腦(電
腦使用年限尚未到期，無法更換)，也許也是導致性能不穩定的原因之一，未來我

們將參考今年遇到的狀況，作為明年換裝 C、D 棟講桌時的借鏡。 
五專各科 
國貿、企管、財

金、應英、會資 
國際處 
 

五專部課程分配不太均勻，專 5 最後一年要準備升學考，但課程壓力卻是最重的！

另外五專部學生對於學海飛揚類等機會出去當交換學生會受年齡限制，造成有資

格卻無法去。 
回覆： 
【國際處】： 
學海飛颺申辦階段，均於每年 12 月公布辦法並收繳申請資料，翌年 3 月報教育部，

5、6 月公布補助結果。建議五專部同學可於專四上學期提出申請，如獲選，則於

專五上、下學期擇一前往海外交換研習。惟最好在申請前先與科辦公室諮詢聯繫，

瞭解五年級課程抵免內容與海外應修習課程方向，取得共識後再執行，避免造成

海外修課無法認抵而返國後延畢狀況。 
【應英系】本系將依學生建議，於 108 學年度調整新生入學應修科目表中各年級

學分配置。 



會計資訊系：本系課程安排為循序漸進，要有一定的會計基礎才能進行專五課程，

為避免專四、專五課程難度逐漸增加時才開始準備升學考，建議同學平時養成定

期複習的好習慣，分散準備考試及新課程的壓力。 
【國貿系】 
根據本系應修科目表專 5 專業必修僅有 8 個學分數，均屬於進階專業課程故較適

合高年級修讀。 
【企管系】 
企管系專 5 上下學期必修課均為 4 學分(含實務專題)，將入班了解同學之提問。 
【財金系】 
本系五專五年級皆為進階課程居多，上、下學期必修課程均為 6 學分，僅須再加

修 6 學分選修課程即達到最低修業學分數 12 學分，其選修課程上亦開放同學可跨

科修課，方便同學進行時間分配。 
【會資系】 
本系五專五年級的課程規劃，已考慮到同學要準備升學考試，因此上學期僅規劃

8 個必修學分，下學期也僅規劃 6 個必修學分，以減少同學課業壓力。 
聯合服務中心 我們班因為人太多，1~3 年級都在 C 棟，聽Ｂ棟的說她們電腦都升級了，我們教

室 C26 希望也可以升級一下 
回覆： 
一、 學校每年投注龐大經費在提升教學設備上，包括：數位講桌、講桌內的電腦、

投影機以及多項的可攜式教學設備。 
二、 每項設備有其固定的使用年限，年限到了，我們會編列經費視各棟樓設備的

折損程度依序逐年汰換更新，以維持教學設備的最佳狀態。 
學校已規劃於明年暑假汰換 C、D 兩棟樓數位講桌，以及 B、C、D 棟樓講桌內的

電腦。 
註冊組 前三名獎學金額度可否再提高？ 

回覆： 
學校每學年用於同學的各類獎學金高達 1 仟萬元，除了前三名獎學金之外，還有

鼓勵同學參加各類競賽以及證照獎勵金等，因此目前無法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