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業達人與校長有約」學生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03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
時間：12 時 30 分至 13 時 30 分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1 樓表演廳
主持人：校長
一、學生於座談會前所提意見彙整如下：
建 議 事 項

回覆
單位

回

覆

內

容

希望在第 2 階段選課時能 教務處 為避免本校第二階段選課作業可能因所有學制學生於
流暢，不會在同一時間擋 課務組 同一時間進行線上選課，而致選課系統負載過重。本校
住。
於第二階段選課已實施分流管制，首二日針對所有學制
之畢業班級(碩士班二年級；二技、四技四年級；五專
五年級；雙軌二技四年級以及雙軌二專二年級)進行選
課，之後再進行全校各年級選課，藉此以降低選課系統
負擔。此外，有關同學反映選課系統使用效能問題，本
組皆於選課時間即時轉知本校圖書資訊中心，以即時提
供選課協助與服務。
考試時可否坐一個空一個 教務處
本校目前四技部與五專部四、五年級之期中、期末
或者梅花座？作弊的情況 課務組 考試皆採隨堂考試方式進行；五專部一至三年級則採統
有點嚴重！請學校設法減
一排考方式進行。為避免學生於應試時違反考試規則，
少學生作弊機會。
本校除請學校各級主管與行政人員於考試期間加強課
堂關懷活動，以提供師生即時的試務協助外，亦於考試
前與考試期間，加強提醒教師務必嚴格監考，以端正考
試風氣。
此外，本校亦利用多種場合與管道向教師宣導嚴格
監考之重要性，亦提醒老師若有教授兩班相同課程時，
盡量減少兩班考題內容相同之情形，避免同學蒐集他班
考題，利用考試時間差距變相作弊。另亦請教師考慮於
同班級考試出題請老師區分 A、B 卷或重新安排座位，
以降低同學作弊情形。
而於學生面，本校除了透過各類型學務活動加強學
生之品格教育外，於考試期間，本校亦積極向同學宣
導，凡考試作弊經查屬實者，將依情節輕重予以記過或
退學處分，另依據本校「學生改過、銷過輔導要點」，
凡與考試相關之懲誡，不得申請改過、銷過等資訊，提
醒同學應考時務必遵守考試規則、誠實應考。若同學於
考試期間仍有發現相關試場違規情事，請同學可隨時向
監考教師、導師或校方反映，以避免影響同學考試權益。
教學設備再加強（K55 教室 應日系 會報修處理
啦叭有雜音，效果差）

建 議 事 項
請問學校是否知道﹝自由
軟體﹞？如果知道為何沒
推廣？

回覆
單位
圖資
中心

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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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資中心於本校智慧財產權網站有製作「自由及開放
軟
體
」
宣
導
網
頁
，
網
址 ： http://www1.chihlee.edu.tw/office/k100/swebLawI
P/lawIP5.htm
2.各系課程皆由系上規劃，請向系上反應是否可以列入
課程。

獎學金多一些，或連續學期 會計室 學校前三名獎學金均由學雜費提撥 3%支應，但提撥之
前三名者獎學金加碼；可否
獎項並不只前三名獎學金，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若調
增設「實習優良獎金」？
整獎學金金額將影響其他獎項，因此暫不調整。
1. 感謝同學的建議。
職發處 2. 職發處已於 102 學年度校外實習編列實習競賽獎金
32,000 元，歡迎各系申請，或至實輔中心詢問。
3.將爭取 103 學年度校外實習更多校外資源，由實輔中
心規劃相關實習優良競賽，讓實習優秀同學獲得鼓
勵。
獎學金再多一點！

課指組 獎學金額度調整係經過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核後決議
調整，調整後的獎學金會運用在證照獎勵上面，證照獎
勵金每年逐漸增加並有更多同學獲得；學校希望將資源
共享，並嘉惠更多同學。往後臺灣走向為各行各業都需
要有證照，因此，鼓勵同學考證照是為了讓各位往後踏
入職場後，能增加競爭力。

圖書館人手不足，借書的器 圖書館 為提昇服務品質，圖書館於本學期將新增購自助借書機
材也不足！請改善！請撥
一台提供同學們借書服務。未來在經費運用上仍將以圖
經費！謝謝！
書資源與讀者服務列為優先項目。

二、學生於座談會中所提意見彙整如下：
建議事項
圖書館的借書系統經常出
問題

業管
單位
圖書館

回覆內容
自助借書機會請廠商盡快維護，另本學期將購置新的
ㄧ台自助借書機預計於 5 月到館，屆時將提供完善的
借書服務。

弱勢助學計畫的時數抵免
方案，可否用階段的方
式？分數高就抵比較多時
數（有例子是前 3 名全部
抵﹚

生輔組

弱勢助學計畫之服務時數乃是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
弱勢助學計畫規定辦理為鼓勵服務學習績效卓著學
生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系所前 30%或前一學年
學業成績平均達 85 分以上者予以酌減務學習時數
10%。

超修在第 3 階段常沒有

課務組

超修申請時段因涉及前一學期之平均學業總成績計

名額，可否調整一下保
留一些給超修？

請問圖書館可以帶書包進
去嗎？如果怕書被偷門口
已經有感應器，為什麼還
不可以帶書包進去？
圖書館 RFID 真的很不適合
身高不夠高的同學使用，
是否可提供台階（因為要
墊腳，學生證又嗶不到）
請問圖書館 B2 空間能不能
多開放一點？原本有三
個，但每次看書時都只開
放一個。
學校 E 棟大樓自由上機教
室空氣不流通，人數一多
就會感到呼吸不順希望空
調設備方面能儘快改善

關於在自由上機的部分由
於資管系使用軟體或工具
於綜大自由上機空間無安
裝，軟體上的部分悉知是
屬於專業軟體不適合裝於
屬於全校使用的空間上，
可否針對需要專業軟體的
科系上有自己的自由上機
空間而不會受時間上的限
制
最近建造宿舍噪音頗大影
響上課，考前一週儘量控
制音量，謝謝！
校園內的戶外用餐區域不
夠，中午時段人潮擁擠很
難找到一處桌椅用餐。
合作社外飲料車用餐區擴
大卻沒有新增桌椅？
多益考場有在 E 棟，但 E
棟位置太擁擠，桌子太
小，往後可否改在 K 棟

圖書館

圖書館

算，因此超修申請時程以安排於選課第三階段時辦
理。而為考量選課各階段多數同學選課權益與公平
性，本校第三階段選課僅開放具延修生身分同學予以
優先選課，惟其選課亦受到課程選課人數上限之限
制。建議同學於第三階段選課期間可選擇尚未到達人
數上限之課程進行超修，或利用北區校際選課管道選
擇外校課程進行修讀。
為提供讀者舒適的閱讀空間，圖書館提供置物櫃服
務，並有監視器系統保障置物安全。若是需要閱讀自
己的書籍也可以多加利用自習室。
1. 置物櫃的攝影機是由上向下拍攝，
因此只需在適當位置即可辨識不需要墊腳。
2. 會後盡快提供腳踏墊供讀者有需要時可以使用。

平時為節省能源，在人數不多時，於開館時會先開放
ㄧ個自習室。若人數增加或是有需求時，隨時可以通
圖書館
知櫃台開放其他自修室。

圖資
中心

圖資
中心

總務處

1.綜合教學大樓 6、7 樓電腦教室空調設備於 101 年
暑假汰舊更新，且定期清潔濾網，應足以應付電腦
教室使用。
2.圖資中心開放教室時皆會開啟空調設備，經觀察應
是有同學自行將空調設備關機、調高溫度或調小出
風量，造成空氣循環不良，同學如發現室內環境有
狀況，歡迎至對面系統網路組辦公室反應，圖資中
心亦將會加強派員巡察。
1.綜合教學大樓 6、7 樓電腦教室以支援非資訊學群
電腦課程為主並支援全校一般共同且非特殊專業
軟體需求，自由上機教室所安裝軟體亦同。
2.針對需要專業軟體的科系有自己的自由上機空間
問題：目前各系皆有專業教室或研究室，建議系上
可開放空堂時段提供學生使用。綜合大樓電腦教室
依各系科排課需求已趨飽和，無法針對每系皆單獨
設置自由上機教室。

已請施工單位注意音量，工程已近完
工。請同學再忍耐一陣子。
已於校園樹下增設座椅。

總務處

技檢
中心

已於飲料車用餐區新增桌椅。
在不影響課程安排下，盡量配合同學之需求安排。

您好，我想請問學校什麼
時候升科大呢？
我是双軌生，想問上學期
在双軌生的座談會中有談
到因為學生證上有註明到
(双軌生)，但當初有提到
不會註明。學校有說會幫
全體双軌生重辦學生證，
請問何時會辦好？
學生證材質容易受損造成
不方便。

研發處

教務處
校際合
作中心

教務處

是否能將前三名獎學金轉
為學雜費減免。
會計室

學校已於 102 學年度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改名科技大
學計畫書，目前教育部正進行審查作業。
校際合作中心:已於 103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與負責
製作學生證的註冊組確認完成新的學生證製作(未註
明雙軌字樣)，並通知雙軌各班同學更換新的學生
證，若舊證尚有餘額，可以先領新的學生證，俟舊證
餘額使用完後交回註冊組。

悠遊卡學生證空白證為獨占專賣市場，有關材質已向
悠遊卡公司反映，悠遊卡公司表示個人使用習慣不同
所致悠遊卡公司針對此反映，增加附送塑膠套，目前
新作學生證已增加塑膠套保護，以減少受損。
有學雜費減免，學校已配合教育部辦理助學方案，同
學可根據自已符合條件提出申請，不但有獎學金尚有
助學金，前三名?學金乃針對各班學業成績優良給予
獎金，是另一種獎勵性質，助學金則為助學性質，審
核標準不同，因此不適合將獎學金併入學雜費減免項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