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校長與學業達人座談會』 

會前提問與回覆 

日期：111年 11月 8日(星期二) 

時間：中午 12點 30分至 13時 20分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1樓表演廳 

 

回覆單位別 提  問 

教務處聯合服務

中心 

提問：老師在 D棟 D32教室使用數位講桌麥克風講話時，我時常聽不

清楚聲音。 

回覆： 

謝謝同學們的意見反映。 

本中心收到同學們的反映後，立即到 D32教室進行各麥克風音質測試，

測試結果如下：  

一、講桌上鵝頸麥克風：音質正常，音量大小適中。 

二、講桌右側麥克風孔：音質正常，老師可自行調整音量大小。 

三、白板下方的擴大機(有 5孔)：音質正常，老師可自行調整音量大小。 

本學期 D32教室共有 7個不同班級上課，未聞其他班級反映聽不

清楚聲音狀況，請同學日後上課若再遇到上述問題，可以直接與聯合服

務中心聯絡(分機 1249)，我們會立刻到現場了解並協助理處理。 

教務處註冊組 

提問：希望可以提高前三名獎學金金額。 

回覆： 

感謝同學的建議。本校獎學金依本校獎助學金設置辦法辦理，根據此辦

法，本校獎助學金共計 12類，相關經費由本校每學年度學雜費收入提

撥支應。110學年度發放數額為新台幣 30,826,486元整，佔該學年度學

雜費比例已達到 3.81%。除學業前三名獎學金外，同學還可參考本校獎

助學金之規定並加以爭取，如體育表現、熱心公益、專業競賽、證照優

異等。除此之外，學校獎學金資訊網亦不定期提供校內外獎助學金相關

資訊，歡迎同學踴躍申請。 

教務處註冊組 

提問：希望座談會餐點可以提供養樂多。 

回覆： 

感謝同學的建議，本次餐點已提供飲料。 

教務處註冊組 

提問：希望座談會餐點可以提供飲料。 

回覆： 

感謝同學的建議，本次餐點已提供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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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長與學業達人座談會』 

當日提問與回覆 
日期:111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 

時間:中午 12 點 30 分至 13 時 20 分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1 樓表演廳 

 

序號 
回覆 

單位別 
提    問 

1 

學生事

務處課

外活動

指導組 

提問：之前參加競賽得名，卻沒有拿到獎學金。請問日後不論審查結果如何，

是否可以告知學生沒有拿到獎學金或是獎助學金減半的原因？ 

回覆： 

本校競賽獎勵金業務由課指組負責。各系申請競賽獎勵金需至系統填寫後列

印紙本附上相關佐證資料送課指組初審及陳核，若不符獎勵資格，亦會在奉

核後影印核定之申請書予該系(正本留存課指組)，由系上通知學生；若符合獎

勵資格則提請獎助學金審查會議討論，通過後亦會上簽將獲獎名單、金額(獎

金折半亦會說明理由)會辦各系，並請各系寄送家長賀函。 

2 

教務處

課務組 

提問：學校有規定期中和期末不能以報告呈現嗎？ 

回覆： 

1. 期中考跟期末考應有一次以筆試方式進行，另一次由教師決定。因為學生仍

有基礎內容必須學習，不宜全以報告進行評分。 

2. 本校教師於學期前都會填報教學計畫書，若期中、期末考試均以非筆試進

行，則須經系課程委員會通過，以保障同學學習權益。 

3 

教務處

註冊組 

提問：學業達人座談會能上台受獎的標準是什麼？ 

回覆： 

1. 各班第一名優先，如第一名未到，就由第二名上台。 

2. 為達勉勵之效，每一位同學都應上台接受表揚。下次會議開始，參加學業達

人座談的同學，通通上台，由校內主管一起頒獎。 

4 

職涯發

展暨校

友服務

處實習

就業輔

導中心 

提問：學校「就業守護神」有包含應英系嗎？希望學校能提供更多機會給成績

優異的同學就業。 

回覆： 

1. 應英系為本校的一份子，當然包含應英系。目前本校就業守護神企業將近

1,000家，但語言類型的相對較少。同學有任何需求，皆可洽詢職發處。 

2. 學校的就業守護神服務及媒合並無專屬系、所之分，因為跨領域十分重要，

同學的就業亦無界限，學校都會全力協助同學們進行就業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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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資

訊處圖

書館 

提問：請圖書館提供各大媒體的電子專刊，如：商業週刊、華爾街日報等，幫

助學生了解國內外大小事。 

回覆： 

1. 本校每年定期採購電子書，也辦理相關活動，讓同學們參與，以了解有哪些

電子書資源可運用。 

2. 《商業週刊》及《華爾街日報》都有電子版，如同學有疑問，請洽詢圖書館，

由圖書館人員進行協助。 

3. 提問者為國貿系同學。圖書館已將《商業週刊》、《華爾街日報》等媒體電子

專刊，轉寄國貿系以分享至該系日夜各學制 line 群組，分享資訊包含：《華

爾街日報》資料庫 The Wall Street Journal(ProQuest)及《商業週刊》AEB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網址： 

https://erm.chihlee.edu.tw/chihleeerm/detail_source.jsp?esource_classify=databa 

ses&id=DB17169 

https://erm.chihlee.edu.tw/chihleeerm/detail_source.jsp?esource_classify=databa 

ses&id=LDB0581 

6 

軍訓室 提問：圓通雅筑網路收訊差(已經一個房間一個 Wifi)。 

回覆： 

軍訓室已連繫圓通雅筑網路負責公司，督促立即進行查修，另將該公司網路維

修專線設置於宿舍 LINE群組，若有網路問題可直接聯繫廠商維修。 

7 

教學發

展處教

師發展

組 

提問：有些教授擅於研究、不擅教學。若教學評量的分數太低或有不少學生反

應教師教學品質不佳，是否有合理的汰換機制？ 

回覆： 

1. 兼任教師教學評量分數未達 3.0分者，由所屬系(科)、通識教育學部予以

了解實際情況。如確不適任，次一學期起不再續聘；連續二學期待改善者，

由所屬系(科)、通識教育學部予以了解實際情況。如確不適任，即不再續聘。 

2. 對於教學評量不理想的專任教師，本校也進行輔導：專任(案)教師當學期 2 

門以上講授課程教學評量成績為待改善者（不到 3.5），由所屬系(科)、通

識教育學部主任約談了解原因，並提出建議，以維護教學品質。 

8 

學生事

務處體

育運動

組 

提問：希望體育組可以舉辦桌球比賽，讓所有喜愛桌球的學生可以一同參與，

畢竟學校桌球室這麼大，應該妥善利用，而且體育課也有桌球。我代表

熱愛桌球的致理學生，利用這次的機會提出。 

回覆： 

過往體育組曾辦過桌球比賽，惟報名隊數都非常少。若同學對桌球有興趣，待

誠信館落成後，可評估辦理桌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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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軍訓室 提問：希望停車場紅綠燈秒數能延長。 

回覆： 

學校後門新海路與漢生西路口號誌秒數能否延長問題，本校相關業管人員、里

長、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隊及交通局，已於今年實施兩次共同會勘，考量鄰

近區域為重要交通路段及各號誌秒數連動控管問題，經協調後，交通局同意延

長學校後門新海路與漢生西路口號誌秒數，調整時段如下：12：00-13：00（25

秒）、17：00-19：00（25 秒）、21：00-23：00（18 秒），其餘時段為 15 秒，以

避免鄰近區域事故增加，維持大板橋地區交通順暢。 

10 

教務處

註冊組 

提問：希望成績排名申請天數可以減少。 

回覆： 

成績排名是整個班級的事務，如排名未能出爐，往往是因為部分的實習單位成

績尚未送出，或者某部分成績沒有匯入。合乎此要件，7 天之內，普通件一定

會完成。如同學有急件須處理，請告知註冊組，註冊組將全力配合。 

11 

總務處

營繕組 

提問：請問誠信館何時才會完工，開放學生做使用？ 

回覆： 

目前大環境缺工缺料，加上疫情干擾，所以誠信館延遲完工。目前完工約 96%，

明年 4月底或 5月初應有機會使用。 

12 

商貿外

語學院 

提問：德文課的上課教室位置不夠，且有學姐用垃圾袋佔位置，老師未處理，

故有同學上課沒位置坐。 

回覆： 

1. 本學期共開設 2班第二外語-德語，學院 A班有 59人、學院 B班有 61人，

皆安排於信義樓 C33教室授課，該教室共有 62套桌椅，足以容納全班同學。 

2. 已與任課教師聯繫，請老師協助持續關懷，並處理同學佔位或未經許可旁聽

而影響其他同學上課權益的事情。 

13 

教務處

語言中

心 

提問：希望學校進行英語分班上課(普通、菁英、國際班)時，能夠尊重學生意見

進行降轉或升班。例如：菁英及國際班無法互轉，只能轉至普通班。 

回覆： 

本校國際職場溝通英文未來將不再區分為菁英班及國際班，統一稱為菁英班，

且皆採全英語授課。 

14 

總務處

營繕組 

提問：教室的冷氣能否提前開啟，不要鎖時段。 

回覆： 

1. 今年電費上漲 15%。由於私立大學電費漲價由學校自行吸收，請大家一起

節約。 

2. 冷氣最耗電，不能提前開，也不能不鎖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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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務處

課務組 

提問：期中(末)考如有作弊情事應徹底懲處，不是只有零分。 

回覆： 

1. 同學出現作弊情形，日、夜間部都由教師提送課務組，再由課務組於奬懲委

員會提案，經全體委員投票後進行懲處。 

2. 如同學發現作弊情形，可向課務組反應，由學校進行了解。本校很在乎學生

品德，會努力杜絕考試作弊。 

16 

職涯發

展暨校

友服務

處技能

檢定中

心 

提問：關於證照獎勵金，如果學校已經幫我們上傳證照，可否請學校自動申請

獎勵金，不必再由學生申請獎勵金。 

回覆： 

1. 有關證照上傳申請獎勵，仍須由符合資格或需此獎勵的同學申請，利用獎勵

申請期間累積證照點數，獲取證照奬勵金。 

2. 本中心將持續簡化申請流程，如屬於本校取得之證照，會主動上傳，簡化同

學證照上傳申請程序等，便利學生順利申請奬勵。 

17 

圖書資

訊處 

提問：學校授權 PDF 的使用權，卻有部分教室裡面只有一到兩台，或者沒有半

台電腦可以閱讀 PDF 檔案。我們課堂上或是從國圖調閱資料時，下載的

還是 PDF，如果教室不能閱讀，就變成是一種學習上的障礙。 

回覆： 

因 Adobe授權數量有限，如同學不需編輯，僅閱讀 PDF，可利用 Edge或 Chrome

瀏覽器開啟 PDF檔案。學校會衡量增加具有編輯 PDF使用權的電腦。 

18 

總務處 提問：我們研究室在綜合大樓裡面，我自己發生過幾次星期六、日綜合大樓大

門未開而無法進入研究室的狀況。是否可以改善？ 

回覆： 

將由環安處提供國貿所進出綜合教學大樓感應磁扣乙個(請勿複製)，請國貿所

管制研究生借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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