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與學生代表座談紀錄
時間：10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4 樓第四會議室
主席：呂教務長福興
記錄：林羿吟
與會人員：
學生會-甘宗鑫會長、奚國耕同學、蔡景丞同學、王廉鈞同學、黃文甫同學
各院學生代表-劉軒廷同學、吳柏正同學、吳冠蓉同學、蘇立舜同學、黃麗如同學
教務處-註冊組陳倩玉小姐及郭馨嵐小姐、課務組謝文仲先生、招生組呂政修組長、教發中心
錢美伴小姐、教務處李專門委員月貴
通識中心-林清源主任、陳協成組長

壹、102.5.20 座談溝通事項執行情形
紀錄結論
回應單位
貮、學生會提問事項：
課務組
一、開課不足
目前許多系所遇到表定選修課程從未開課過，造
成學生從無法實際選課。許多選修課程，將影響
學生日後的研究、就業等學習發展。
此外有些課程若學無法選到課程將可能使學生
無法順利去得考照資格。因此被迫必須至外校修
課，影響學生的權益。
若老師課程過多因而無法開課完成，應增聘約聘
老師而非停止開課。
結論：關於學生反應各系所開課無法符合學生需求，
由於開課單位為各系所，建議仍向原系所反
映，例如：各系所課程委員會、師生座談等，
學生如經由上述兩項管道仍無法解決，得再向
教務處反應協調。
二、老師至校外兼課
人事室
http://www.nchu.edu.tw/~person/new-part-t
ime.htm根據以上網址得知，老師若至校外兼課
只需系主任同意。然而同樣一個系的老師，怎會
阻止老師至校外兼課。
建議此權限應提升至教務長，並由教務處評估
該系選修課程是否皆有順利完成開課，若否由
教務處退回至該系老師至校外兼課的申請。
結論：關於教師至校外兼課，非教務處業務職掌，依
本校規定須經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關於學生
反應逕由系所主管一人決定教師至校外兼課
乙案，將請人事室協助回應。
三、院系學生課程代表
課務組
目前雖有此法規，但似乎許多系皆無實際運作。
建議應該由校方協助監督此代表的產生與運作。
結論：1.關於院系課程委員會應有學生代表乙案，依
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五條第二項
規定，
「各級課程委員會應納入在校學生代
表，並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業
界、及校友，參與課程研議。」
2.請課務組發文確實要求各系所依規定辦

回應說明／執行情形
一、目前統計本校開設各班制課程總
數相較其他頂尖大學偏多，並非
開課不足，主因是課程結構有問
題。
二、教務處已進行各系所及學位學程
的開課結構檢討，針對系所開設
的課程，將請開課單位協助全面
評估及檢討課程適當。
三、在教學資源及設備足夠的情形
下，可以建議各開課單位增加開
課人數，解決學生選不到課程的
問題。

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職、兼課處
理要點第二點規定，本校專任教師兼
職、兼課不得影響其本職工作，且須
經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務
會議評鑑符合在校內之基本授課時
數及基本工作要求，同意其兼職或兼
課，再經行政程序核准後，方得於校
外兼職、兼課。爰於程序上，並非僅
由系主任同意，即可至校外兼課，仍
須符合學校基本授課及工作要求，並
經行政程序核准後始可至校外兼課。
依國立中興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章
程第五條所示，各級課程委員會應納
入在校學生代表，並得視需要邀請校
內外專家學者、業界、及校友，參與
課程研議。目前各院系都有學生代表
參與各級課程委員會開會，若有少數
未列學生代表參加，課務組已於 7 月
12 日發文各系所及院，將學生代表與
會之紀錄及簽到單於 10 月中旬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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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結論

回應單位

理，並回報各單位自訂學生代表產生方
式、學生代表名單。
四、高中生營隊的推薦生制度：
主計室
經費核銷程序很麻煩，覺得說申請補助的部分程
招生組
序很麻煩，明明就是補助，為何還要單據，在單
據限制又一大堆，教務處招生暨資訊組的王欣怡
小姐已經知悉此事，純粹想詢問教務長的意思，
看看有無可能有更便捷的方式來解決此問題？
結論：關於補助高中營隊經費核銷程序問題，本處系
所辦理營隊補助經費，仍須符合法制精神，請
本校主計室協助回應外，建議每年針對營隊承
辦同學辦理經費核銷說明會，並請主計室人員
協助解說，另函請系辦承辦人協助同學處理，
再加以學長姐經驗傳承之輔助。
五、承認學分問題(學權申訴案)
註冊組
一名應經系同學申訴，說該系與財經系同時開設
應經系
共同課名的課程(貨幣銀行學&期貨與選擇權)，
但該同學因配合自己排課的關係，去選修財金系
的課程，目前皆已經拿到學分，但是由於該堂課
在系上為系選修，故系上不肯承認該學分，想詢
問此事有何解套辦法？
結論：關於應經系同學申請承認學分問題，本處原則
尊重各系所對外系學分承認之標準，及訂定之
行政程序。其中本校應用經濟系規定，若學生
要選修外系課程以抵免本系課程，須於選課前
填報「應用經濟學系大學部學生選修外系課程
抵免本系必修課程申請書」，經系所同意承認
為畢業學分。經查申訴同學所修習外系之課程
為應用經濟系之必選修課程，且未依程序填寫
申請表，故無法承認為系訂核心課程學分。
【補充回應】
本校應用經濟系規定，大學部學生需修習本
系所開設之核心課程包含─農經組、資源
組、產經組每組至少 2 門為畢業條件之一，
但該生所修習之「貨幣銀行學」為財經系所
開課程，課程綱要與應經系要求不盡相同，
因此所選修之外系課程時可承認為外系選修
學分，但若學生欲將課程學分做以抵免本系
之核心必選修課程，需經專簽，請系表示意
見、並知會教務處註冊組處理。
六、管院核心課程-財務管理
管理學院
教授相同內容的課程，但是由於是不同老師授
註冊組
課，所以難免在授課的方式與考題上會有所差
異，但是據悉，因為某位老師班級平均過低的狀
況，導致期末出齊頭式平等的調分方式，每個人
的調分達到20分，因此想要詢問此事情的狀況！
結論：1.關於管理學院核心課程（財務管理）評分調
整分數，導致期末出齊頭式平等的調分方式

回應說明／執行情形
務組備查。
 主計室：
經費核銷所附單據係核銷行政程序
之要件；同學若有疑問，歡迎隨時與
主計室聯繫，以協助同學完成核銷程
序。
 招生組：
招生組每學期會邀請辦理高中生營
隊之系總幹事(或負責同學)參加協
調會，說明核銷之行政程序，透過事
前的說明，協助同學順利、快速依規
定完成核銷作業。如同學再有任何問
題，歡迎洽詢招生組或主計室。
經電洽應經系，該系辦 mail 回覆說
明：「該生所要抵免之選修課程本系
都有固定開課，另該生畢業條件中
『承認外系選修課程』學分數為 18
學分較『本系選修課』17 學分多，基
於以上兩點，本系無法同意該生以外
系兩門課抵免本系選修課程。且本系
對於該課程學分並未有承不承認的
問題，僅針對審其畢業資格時是否滿
足本系規定之 131 學分，進行審酌。」

 管理學院：
一、院財務管理核心課程，三個班級
採用相同之教科書與考試進
度，開學即分發進度表告知學
生，並說明計分方式。
二、三位不同老師授課，課程講授方
式與強調重點不同，三個班級評
分嚴格程度亦不一，導致三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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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結論

回應單位

回應說明／執行情形

乙案，請管理學院就本案回應。
2.另建請院級課程委員會的學生代表，得向
該課程委員會反映。
3.對於全校異常成績之統計將請註冊組協助
提供，以供各院系所檢討。

生的期末考分數將有些差異。
三、經過三位老師最後的協調，決議
以期末考平均分數最高的一班
作為標準，其他兩班的期末考平
均分數全部調整。雖然有上述分
數的調整，但是每一班仍有若干
位同學的成績為不及格。
 註冊組：
為避免異常成績、成績更正繁瑣之情
況增加，已於本次教務會議提案修訂
「學生學業成績考核辦法」第 9 條，
增訂教師公告成績至少三天、學生可
向教師複查成績，並延長成績上傳期
限至期末考後十天內，但教務會議決
議為-緩議。
七、管院核心課程-計算機概論
課務組 已轉請管理學院協助回覆，內容並列
管 理 學 院 電 腦 教 室 SC549&SC553 兩 間 電 腦 教
入上次紀錄之補充回應。
管理學院
室，完全不敷計算機概論三堂課程的使用，101
學年度上學期出現以下問題：
1.SC549的半數電腦無法安裝C++程式語言的軟
體，C++是1980年代的語法，SC549就算電腦
在老舊(96年採購)，也應該理當要可以運
作，且課前就應該要請助教確認是否可以正
常運作，而不是讓同學現場三人用一台的狀
況出現！
2.學生超收，老師超額給加簽。每間電腦教室
配有70台電腦左右，但是真正可以開機運作
使用的電腦約只有8成，座椅數量也不足，導
致大家上課須爭先搶位子，協助佔位等情況
每周都需上演，已跟管院反映，但是完全無
任何配套措施與解決辦法。
3.偶然機會了解到CC2PC(計中第二電腦教室)
在該時段是保留下來給管理學院計算機概論
做使用的，但是三個班一學期下來，總使用
次數僅只有2次，不僅剝奪同學該有的學習環
境，也使學校資源浪費。
結論：教務處補助學校建置設備經費係以全校性、通
用性為主，建議資管系宜先善用本校計資中心
資源。
【補充回應】
(1)管院 549 及 553 二間電腦教室，有另裝設主機還
原卡，且因個資法推動，非授權軟體是無法由學
生自行安裝使用，但經與資管系詢問，自 102 學
年度起，該二間教室預計安裝 Studio 軟體(內含
C++)於主機，以利學生學習使用。
(2)經查，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開設 4 班計算機概
論，原則上應符合學生選課需求，惟學生因挑選
授課教師致選課人數不均，將建請管院統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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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結論

回應單位

回應說明／執行情形

開課人數為 50 人，並宣導授課教師選課人數額滿
不另增開名額，以解決電腦數不足及一人一機制
學習。
(3)經查，計中及圖書館皆保留週五 234 節之電腦教
室予管院借用，建請管院多加善用，以解決開設
4 班計算機概論電腦教室不足之問題。
八、畢業學分預警制度
註冊組 一、已於本學期九月初請各學系分送
本提問由第17屆學生會長林煥鈞提出，在上次八
歷年成績單，供大三升大四學生
月與教務長座談時也有特別提到說會在大三下
預先進行畢業學分檢視。
事先給大三同學進行預警，想詢問目前規劃與未
二、已提出畢業學分審核、畢業學分
來方向如何？
輔助檢視之需求，計資中心已列
結論：關於畢業學分預警制度，目前做法已較往年提
入開發時程，著手進行開發中，
前一學期至大四上學期初（約 9 月上旬）讓學
預定 103 年 3 月建置完成供註冊
組測試。
生先作自我畢業學分檢視，使學生有 2 學期時
間可再補學分，另將函請各學系分送歷年成績
單進行檢視畢業條件時，辦理說明會以使大四
生瞭解畢業條件規定。另畢業學分輔助檢視之
E 化將列入未來規劃。
九、其他建議：
註冊組 一、目前學生成績查詢頁面已進行課
關於畢業學分審核系統建置須長期規劃，建議系統先
程歸類，已可看出每學期修課為
規劃進行學分課程歸類，例如可分為專業必修、選
必修、選修、何種領域之通識課
修、通識分類領域等，以便學生自審畢業學分。
程，方便學生自審畢業學分。
二、已提出畢業學分審核系統建置之
需求，計資中心已列入開發時
程，著手進行開發中，預定 103
年 3 月建置完成供註冊組測試。

貮、本次座談提問與回應：
一、對於教師評鑑系統，學生有義務知道自己填寫後對老師教學的影響，故學校可往宣導的
方面去做努力。若大家填寫只為了選課，那麼教師評鑑是否有實質意義呢?設個教學意見
信箱給學生供學生使用是否更好?
座談會回應與結論：
1.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可做為教學改進、教師升等、教師評鑑、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及教師
諮詢輔導的參考。
2.目前教發中心與計資中心正在研擬進行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的 Q&A，利用網路、海報作
宣傳，請同學不要忽視自己的表達意見的權利，上網反應意見，有效的調查結果才能
提供教師及學校作為教學改進及評定教學績效的參考。關於宣導教學意見調查之實質
意義，除以教務處電子報傳達訊息外，另建議以教務系統 mail 寄至學生常用信箱，請
學生會代表協助宣導並請學生入學後務必修改系統內之常用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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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了教學改進及教學品質的提升，目前正在開發期中教學意見信箱，以不計名的方式，
讓學生的意見能及時在學期中讓教師知道，做為回饋教師教學改進。另針對學生不確
實填寫之狀況，擬與計資中心研議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納入極端值之處理及篩選關鍵字
之機制。
4.下次修改教學意見調查問卷會議納入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二、因農學院和理工學院的學生分數本身偏低，而文學院偏高，在此造成學校的 GPA 值不均，
若學校有方式去平均，求得學生真正的 GPA 值，則有助於校內學生轉系或者申請國外交
換學生的資格，另外，通識課也需訂定一套標準，否則學生會依照老師個性及該堂課分
數高低考慮是否修習該通識的狀況，造成選課分配不均。
座談會回應與結論：
1.經調查其他國立大學(台大、清大、成大、中山、中央、中正)的 GPA 成績等第對照表，
皆是全校一體適用，並無區分不同學院、不同通識課程，而有不同的 GPA 成績等第對
照表。
2.本校目前「百分制」成績與「等第制」對照表、GPA 算法也是全校一體適用，如下表：
等第制計分法
（Grade）

百分制分數區間

積分
Grade Point

A

100-80

4

B

79-70

3

C

69-60

2

D

59-50

1

E

49 以下

0

先將成績換算成積分，GPA 算法如下：
GPA=（學分 × 積分）的總和 / 總學分
3.本校曾於 99 年第 2 學期起施行(99.11.1 日第 60 次教務會議通過)通識課程成績全班
平均不得高於 80 分之規定，並發文(100.3.7 興通字第 1004200018 號)建請授課教師
依常態分布圖暨評分建議表，考評學生學期分數，但因部分學生及教師反對，即於 100
年 10 月 25 日教務會廢止該修正案。目前本校雖無評分規範，針對通識課程評分異常
之老師，通識中心主任除 mail 提醒外，亦親自拜訪老師溝通評分制度，以減低通識課
程異常評分之狀況。
4.本校現行針對遴選優秀通識教師、教學特優教師制度時，皆已列入教師過去成績評分
結果，作為評定標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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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註冊組協助提供平均分數極高或極低之異常評分課程數統計，供未來處理參考之依
據。

三、本次的通識預選時間點過早，許多教授呈待聘狀態或者是於期間出國無法授課，故教務
處下次在安排通識預選和通識加選時，能先與教授協商好該門課是否有授課，此時可將
預選以及加選往後延，並規定教授既然開課就不得更換時段或取消開課，有助於通識選
課品質上的改進。
座談會回應與結論：
1.本校通識課程每年皆於約 4 月及 11 月行文至各學系調查上、下學期開設通識課目之名
稱、時間、人數等，並請授課教師及系所主管親自簽名確認（能先與教授協商好該門
課是否有授課）
。至於教師代聘課程是因教師聘任程序尚未完成，只能先用待聘（教師
欄呈現）。
2.國立中興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授準則第七條規定：學士班必修及通識課程停開或時間異
動應於初選前為之，以免影響學生選課權益。
（規定教授既然開課就不得更換時段或取
消開課）。
3.本校目前對於停開通識課程教師尚未訂定罰則，僅能先以遴選優秀通識教師、教學特
優教師等其他措施，以宣導鼓勵教師投入教學，並避免教師停課之狀況。
4.關於學生建議開放超支鐘點費規定，以避免教師因鐘點費問題停開課程之意見，目前
每年本校超支鐘點費相當高，正在檢討中，經統計本校開設各班制課程總數相較其他
大學偏多，擬先檢討各系所課程結構，本處已函知各系所針對三年內未開課之各學制
課程規劃進行檢討、刪減。

四、關於選課系統的畢業門檻計算方式，希望教務處能盡快與計資中心協商完畢，屆時能看
到的選課系統，例如:人文領域已修 2 門、社會領域已修 1 門….等等類似的數據，以供學
生更容易自行判斷出距畢業還差多少學分未拿，預警系統若再往前挪一個學期可以減少
延畢的狀況發生。
座談會回應與結論：
1.目前學生自行登入教務系統，可查詢單學期及歷年的成績，系統上已有標註是何種領
域的通識課程，方便同學計算畢業學分。
2.畢業學分檢核系統，已提需求請計資中心開發，因審核系統開發、測試較複雜，需判
斷許多畢業條件，非短時間可完成，計資中心已列入時程規劃，預定於 103 年 3 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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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完成，有關畢業學分檢核系統的模擬畫面詳見附表，另建議可就全校一致性之通識
課程檢核部分功能提前測試、上線試行。
3.請註冊組追蹤各系辦送回學生自我畢業學分檢視表之情形；另當下次學生作自我畢業
學分檢視時，請學生會協助宣導。
附表：

畢業學分檢核系統
(此為模擬畫面，仍會依各系不同畢業條件再作彈性調整。)
學號：
系所：

姓名：
畢業條件適用入學年度：

審核結果
項目
體育（4 門課）
(課別為「體」)
服務學習
英文畢業門檻

已修足學分

不足學分

備註

通過或未通過

國文 4 學分
英文 6 學分
通識人文領域(課別為
「通」
，科目代碼為 03xx)
通識社會科學領域(課別
為「通」
，科目代碼為 04xx)
通識自然科學領域(課別
為「通」
，科目代碼為 05xx)
通識通識自由選修課程
(課別為「通」)
院專業必修
系專業必修
選修學分
畢業總學分數
輔系學分
雙主修學分

五、有關於跨系選修同一門課的問題，有學生提出是否將該課分等級，比如說微積分甲、微
積分乙以及微積分丙，若應數系同學不想在自己系上修微機分而想上其他老師的微積分，
如果系上規定要修微積分甲才能拿到該學分，那我們就有依據可以去選適合我們的老師
以及課程，而系上也承認該學分，這或許可以成為未來興大選課的一個主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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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回應與結論：
1.學生選課以選本系開設的課程為原則，若同學有特殊情形者，例如：學習上有困難者，
經系上同意承認其畢業學分，是可以跨學院選課。
2.共同的課程皆有成立課程教學委員會，以微積分課程為例，應數系微積分課程教學委
員會，將微積分課程內容依選課對象分為理工類、農生科類、商管類，提供不同背景
及程度的同學選課。目前應數系支援開課的『微積分』區分三種類型（依學分數區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課對象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4
4

應數系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3
3

理、工
農、生科、管理（商）學院各系

微積分（一）
微積分（二）

2
2

農、生科、管理（商）學院各系

3.應數系畢業條件中，微積分的學分數與其他系微積分的學分數不同，依照「學分數不
能以少抵多」的規定，應數系同學只能選本系所開設的微積分課程。
4.關於學生對微積分課程採分類組、非分系開設之建議，擬轉達理學院瞭解、參考。

六、I 興學生的密碼有設長度，有些學生習慣使用較長的密碼，故這部分可請計資中心再行設
定。
座談會回應與結論：
1.I 興學生 App 安裝沒有密碼，執行時 APP 主程式也沒密碼；目前 I 興學生有需要密碼
的部份，只有在「我的課表」中的教務資訊行動版(學生課表及成績系統網頁行動版)，
這部份密碼已與興大入口-SSO 同步。
2.關於學生對 I 興學生密碼長度之建議，擬轉請計資中心研議。

七、其他提問或建議與回應：
1.關於每學期行事曆排定之選課日程，遇國定假日連假停課時，建議將行事曆選課截止日
順延安排。若為政府臨時調整連假，學校宜配合延後選課日，除行文公告通知外，並請
學生會協助宣達。
2.關於學生建議於不影響開班人數、最低選課學分數，得增訂學生可在期中考後棄選課程
之機制，教務處已規劃研議相關法規之修訂，預計提送下學期教務會議討論。

肆、散會：下午 2 時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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