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長與學業達人座談會會前與當日提問與回覆
日期:108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
時間:中午 12 點 20 分至 13 時 20 分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1 樓表演廳
學業達人座談會當日提問與回覆
回覆部門別
國際處

提

問

提問：學海飛颺的計畫當中，申請學校大部分都以日本學校為主，那對於沒有修習或
是專業不是日文的同學，會不會稍微不公平呢？想瞭解未來會不會有其他國家的可能
性呢？
回覆：
1. 教育部核發給各校學海飛颺補助金額有所不同，學校再根據所獲金額、同學前往國
家消費水準、參加申請人數等內容，由「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客觀評估後決定該
年度核予每位同學的補助金額。
2. 歷年前往歐美同學個別獲得金額，均高於前往日本同學，這是因為西方國家學費與
消費水平均較日本更高，事實上，前往歐美的同學比去日本的同學要自行支付更多
費用。
3. 從歷年學校補助同學的金額統計，前往日本與歐美國家的總金額不相上下。而為何
日本同學名額較多？係因為應日系積極推動赴日交流，同學反應熱烈；另一原因則
是同學們對於自己的英語水準缺乏信心，且前往西方國家要支付更高額的費用所
致。
4. 學校將持續提供同學們更多元的海外交換研習機會。除了現有的姊妹校外，108 年
度又新增了英國桑德蘭大學、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我們鼓勵同學加強語言能力，
以期達到各校入學標準；也能藉由學海飛颺與家庭的經濟支持，一圓海外研習的求
學夢想。

應日系

提問：請問關於應日系 107 年的應修科目表，為什麼大三的必修科目時數從 4 小時改
成 2 小時？覺得語言學習的持續還是很重要的。
回覆：
由於配合學校政策，調降系內專業課程之必修學分，以增加同學選修外系課程的彈性
與空間，因此刪除 107 級三年級下學期必修科目「高級日語（下）」
，改以選修課程「日
文文章解析」取代之。
「日文文章解析」雖非必修，但為系內課程模組之必修，不論商
貿 應 用 或 服 務 業 應 用 的 課 程 模 組 皆 為 必 修 課 程 ， 請 參 考
（https://jp100.chihlee.edu.tw/p/412-1040-1764.php?Lang=zh-tw）
。本系 107 級之畢業門
檻為「選擇一學分學程或課程模組」
，因此對於希望加強日語專業而選擇系內課程模組
的同學，
「日文文章解析」等同必修，而選擇發展校內學分學程，以培育第二專長的同
學，「日文文章解析」就是選修。此一變動是希望同學給自己的學習規畫更多自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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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今後若在課程規畫上有任何問題，歡迎找導師、專題指導老師或至系辦商量，我
們會針對同學個別的狀況給予協助。
休閒系

提問：K12 算是蠻新的教室，但整修後，使用的效果感覺沒有很好，因為使用到現在，
不是電腦曾經一半打不開，不然就是網路有夠慢（至今）
。還有上課時，不是每個座位
都能清楚看到老師上課畫面。
回覆：
電腦廠商回覆是因為電腦都有安裝還原系統，故每次開機後會進行後端軟體更新因此
比較慢，也會請老師利用上課時間跟同學作說明。

體育組

提問：希望體育器材能「定期」維修更換，例如:排球網等等。我認為除了上課的品質，
運動的品質也很重要。
回覆：
現使用之固定設備每 2 周會進行檢視作業，排球球網、籃球球網等高消耗性用品，使
用頻率較高損壞情形不定，難以定期更換，但如有發現球網損壞便會即時修補或更換
新球網，另有同學發現球網破損也可來體育組告知，謝謝。

學務處
(生輔組)
註冊組

提問：
1. 想請問老師評操行的標準是什麼？因為有當幹部、請假次數也比上一學期少，但操
行成績卻比上一學期低？有時申請補助需要操行與成績的平均時就會被拉低，想
請問標準。
2. 申請系排成績單申請獎學金，但申請等待時間有點久，還有得到資訊不一致，好像
可以寫單子提前申請，但會被直接說一個日期說到那時再申請。
學務處回覆：
依據本校操行成績考查辦法，學生操行成績，以 82 分為基本分數，基本分加(減)系
（科）主任評分加(減)班級導師評分加(減)輔導教官評分加(減)獎懲分數加(減)出勤分
數＝實得分數；五專部一至三年級之曠課扣 0.5 分、事假一節扣 0.1 分，大學部（含五
專部四、五年級）之曠課、請假不扣操行成績。獎懲部分：記大功乙次加 7.5 分、小
功乙次加 2.5 分、嘉獎乙次加 1 分；記大過乙次扣 7.5 分、小過乙次扣 2.5 分、申誡乙
次扣 1 分；請同學參考學生獎懲辦法爭取獎勵機會。
註冊組回覆：
同學學期初要申請前一學期排名，因為前一學期有部分學生請假或實習成績尚未完
成，造成排名未定而使同學等待；連帶影響申請書的填寫日期，下學期會統一日期完
成排名，爾後萬一班、系排名有變動(如補考成績輸入完成或實習成績完成後)則以成
績列印日期為依據。
提問：語言中心的約診時常得不到老師的批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老師不想輔
導？
語言中心回覆：
若被預約教師未於預約日前二日按確認預約，系統將會自動取消，煩請同學提早預約，
並注意使否預約成功，若於預約前三日發現教師尚未按確認，可至語言中心(人文大樓
K46，分機 2378)詢問，將代為與該教師聯繫。另外，輔導老師因臨時開會或其他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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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預約成功後又取消，若時常有此情形出現，或某些老師一直不按確認，也請與語
言中心反應。
圖資處回覆：
學生透過「全方位學生輔導平台」預約輔導，若老師未上系統回應，系統將自動退回
預約申請，並回信告知學生取消預約(如下圖)。

語言中心

提問：希望多益門檻可改為「多元化」外語畢業門檻，例如多益 500 分=日檢 N3。建
議能用第二外語檢定來抵免英語畢業門檻。
回覆：
學習多種語言並擁有其語言證照，無疑地是提升在職場價值的利器。然而，各種語言
能力是無法相互比較的。在國際化的時代，相較於其他語言，英語仍然是最為普遍使
用的語言，為了強化同學們在進入職場前已具有職場競爭力和國際移動力，學校訂立
英文畢業門檻，讓同學可檢視自身的英語能力。

企管系

提問：企管系教授行銷管理的老師上課只唸 PPT，無法學到任何相關知識，希望在下
學期能夠替換！
回覆：
謝謝同學的意見，系辦將找機會授課老師對話，請老師考量日四技同學求知的渴望，
調整其教學方式。另，若有可能，同學可直接向老師反映，或是於期末於評量中給予
回饋，謝謝。

通識中心

提問：希望通識課可以多增一點名額，盡量大眾化的課程，每次搶都搶不到，又規定
大家要修 12 學分。
回覆：
1. 通識課程開課均會考量開課需求開設大班或增加班次，課程開設亦須兼顧知識的
承載程度與校定基本素養培育，新開課程均經過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並經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才能開設。
2. 對於熱門課程，每學期均有開設，高年級選課系統亦有優先機制。
3. 108 學年起入學四技學生之選修課程已經調降為 10 學分。

外貿學院

提問：韓文課太熱門，搶不到，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多開幾班。
回覆：
1. 學院每學期選課皆依第 1 階段選課人數決定開課班級數，希望能提供足夠的名額
供學生選課，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階段選課結束情形為例，日間部共開設
第二外語-韓文(一)3 班，尚有名額 10 個名額可選，請同學務必於第 1 階段選課結
束後，持續關注選課系統的加退選情形。
2. 同學若有無法選課的情形，請至商貿外語學院反應，學院會視開課情形協助同學選
課。

商管學院

提問：財金系第二外語為什麼規定一定要修印尼文、泰文、越南文，是否可以改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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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興趣的語言？
回覆：
印尼、泰國及越南這三個國家有許多台商，提供許多實習及就業機會，故商管學院將
這三種語言訂為學院必修之選項。
創設學院

提問：關於學院課（創設學院的）三系共修的課，內容感覺沒什麼用，只能學一點點
皮毛，而且有些老師的教學方式令人匪夷所思，真的有必要上嗎？
回覆：
「創業管理」課程設計，由三系專業教師輪流教授，並期望推動三系師生互動、學習
與合作；學院將瞭解「創業管理」教師課程設計及授課情形後，提院務會議共同討論，
並決定未來課程安排方式。

課務組

提問：段考時班上作弊的人許多，是否可增加外場巡堂人員？
回覆：
本校非常重視同學考試作弊問題，為杜絕與防範同學考試作弊，除要求各班授課教師
嚴格監考外，另規定命題須以 A、B 卷印製及實施考試座位表方式，除此，亦請學校
各單位行政主管、軍訓室教官於期中、期末考試週至各教學大樓巡堂，及全校行政同
仁協助輪流巡迴，以防止同學考試作弊之發生。

企管科
課務組

提問：您好，想請問企管四年級原本就沒有必修的英文課嗎？因為這學期的英文是選
修的，但因未達開課下限而沒開成。因為有 20 幾位選，但下限是 25 位所以是否可以
再降低開班人數？
企管科回覆：
五專四年級的課程由同學志趣選課，因此開放其他語言類及專業課程作為選擇。
課務組回覆：
五專部企管系課程於四年級規劃有初級英文寫作與閱讀、英語會話(三)等英文選修課
程，依目前課程開設規定，五專部選課人數下限為 25 人，未來五專部英文類相關選修
課程，若於第 2 階段選課後超過 20 位同學選課，即可由開課單位專案申請開課。

教發中心

提問：因為學校後門的關閉，本團隊開發出「好 chihlee」，此 APP 為美食外送 APP，
目前專注於提供致理學生、老師外送美食的服務，不知道學校是否有補助管道可以申
請，或是可以提供協助。
回覆：
已與該生專題指導老師討論，輔導該組參與 U-Star 或相關創業競賽，以爭取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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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達人座談會會前提問與回覆
回覆部門別

提

問

生輔組

提問：希望學校可多提供”一般生”申請獎助學金的管道。
回覆：
目前本組校內外獎學金公告網依照各項獎學金規定提供申請資訊，另有提供圓夢
助學網連結，請符合資格的同學依規定提出申請。

生輔組
會計室

提問：學雜費太貴、減免申請又沒過，獎學金是否可以補助多一點呢？
提問：學雜費金額很多，獎學金是否可以多一點？
生輔組回覆：
已有公告各項獎助學金資訊，請符合資格的同學多加留意相關資訊提出申請。
會計室回覆：
學雜費係依照教育部標準收費，校內外獎助學金相關訊息皆公告於生輔組網頁，
請同學多加利用查詢，擇符合自我條件之類別多方申請。

註冊組
生輔組

提問：前三名的獎學金是否可以多一點？深耕的補助弱勢獎學金是否可提高？
註冊組回覆：
學業前三名獎學金金額係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之附表：獎助學金申請
資格及獎助金額表辦理，目前獎學金金額為 3000、2500 及 2000 元，除非該辦法有修
正調整獎學金金額，否則只能依法規執行。
生輔組回覆：
108 年本校（包含教育部補助款）已挹注 1040 萬之經費作為高教深耕弱勢獎助金
之用，惟金額調配需同時兼顧本校經濟弱勢學生人數以及獎助金項目之多元性，已站
在為同學爭取最近利益的角度進行編列。

會資系

提問：已有不少同學通過會計乙級(資訊)證照，二年級的「會計資訊系統」是必修課
程，可否將這門課改成選修，讓同學能安排時間選擇其他課程。
回覆：
勞動部之會計乙級證照係為會資系專業證照-A 類證照，會計乙級主要是以中級會
計學為命題範圍，將中級會計理論運用資訊科技軟體並輔以 EXCEL 製作產生相關的
報表與財務資訊，有助於同學將會計專業融會貫通並增加實務應用之能力。因此該證
照普遍為各校四技會資系極力推廣證照之一，故而列為必修課程。
經查高職端確有若干同學考取相關會計乙級證照，惟高職端並未學過中級會計
學，只因會計乙級有固定題組，學生們得以死記硬背方式或小題跳過的方式取得證照，
並非真正融會貫通具備實務操作技能，因此對於已考取證照的同學們並不會要求重複
考照，而是讓他們真正具備有將中級會計學理論、資訊科技與 EXCEL 結合運用之實
務操作能力，同學們一般均給予正面反應與回饋，因此不宜將之貿然改為選修。

圖書館

提問：圖書館的「遊戲產學」書籍很少，有些分析資料書年分較久遠，資料無法參
考。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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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1. 目前圖書館有關遊戲相關書籍有 891 本，產學相關書籍有 22 本，請多設系師生踴
躍推薦，本館將納入下次採購清單。
2. 本館已針對相關領域書籍進行採購作業，預計 108 年 12 中旬可到館，歡迎全校師
生踴躍借閱。本館未來會持續採購，歡迎踴躍推薦。
多設系

提問：攝影棚(D26)似乎有燈光不足的情形。
回覆：
本系定期進行相關設備檢查維護，若有故障或不足即進行報修，亦請同學可於
使用時直接反應告知相關狀況與共同維護專業設備。

多設系

提問：多設系專業電腦教室(D42 和 D43)的電腦，部分無法連接網路或執行較慢，希
望有技師能全面檢測。
回覆：
本系每年寒暑假期間皆會由專業人員進行電腦教室全面重新整理維護，日前已多
次將故障電腦回報給創設學院技士進行維修，並會再安排進行相關檢測提昇教學環
境。

總務處
營繕組

提問：D 棟前排廁所皆難以沖水，每次必須到較遠的地方上廁所，非常不方便。
回覆：
因沒詳細形容相關狀況及位置，故請電工人員魏先生巡視該棟所有廁所沖水系
統，經電工人員巡視後推測因踩踏秒數不夠久，故造成出水量不夠。
另總務處設有修繕系統 http://140.131.78.197/ALLTOP/G1000_RepairForm_1.php
如發現問題可填修繕系統或聯絡分機 1324，將會派人前往查看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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