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與學生代表座談紀錄
時間：103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4 樓第四會議室
主席：呂福興教務長
記錄：林羿吟
與會人員：
學生會代表-甘宗鑫會長、蔡景丞同學、劉軒廷同學、蘇立舜同學、黃麗如同學、黃文甫同學、
吳冠蓉同學
教務處-邱明斌副教務長、註冊組王鳳雪小姐及郭馨嵐小姐、課務組謝文仲先生、招生組陳子文小姐、
教發中心蕭淑娟主任、李月貴專門委員
通識中心-陳協成組長、進修教育組-朱良驊先生

壹、102.11.25 座談溝通事項執行情形：
紀錄結論

回應單位

回應說明／執行情形

一、對於教師評鑑系統，學生有義務知道自己填寫後 教發中心 1.教發中心利用網路、海報宣導教
對老師教學的影響，故學校可往宣導的方面去做
學意見調查之實質意義，請同學
努力。若大家填寫只為了選課，那麼教師評鑑是
重視自己的表達意見的權利，上
否有實質意義呢?設個教學意見信箱給學生供學
網反應意見，有效的調查結果才
生使用是否更好?
能提供教師及學校作為教學改
座談會回應與結論：
進及評定教學績效的參考。
1.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可做為教學改進、教師升等、
2.教學意見調查規劃小組會議已
教師評鑑、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及教師諮詢輔導的
請學生代表與會，並於 102 年
參考。
12 月 27 日及 103 年 3 月 21 日
2.目前教發中心與計資中心正在研擬進行教學意見
召開會議，決議有(1)在學期中
調查結果的Q&A，利用網路、海報作宣傳，請同學
增加「教學意見即時回饋系
不要忽視自己的表達意見的權利，上網反應意
統」，其功能如教學意見信箱，
見，有效的調查結果才能提供教師及學校作為教
學生的意見能在學期中即時轉
學改進及評定教學績效的參考。關於宣導教學意
知教師，做為回饋教師教學改進
見調查之實質意義，除以教務處電子報傳達訊息
【此措施預定於 103 學年開始
外，另建議以教務系統mail寄至學生常用信箱，
實行】。(2)為了教學意見調查
請學生會代表協助宣導並請學生入學後務必修改
準確性，增加檢核機制，在期末
系統內之常用郵件信箱。
問卷選擇某一題為反向題，若正
3.為了教學改進及教學品質的提升，目前正在開發
向題和反向題的答案不能對
期中教學意見信箱，以不計名的方式，讓學生的
應，則本份問卷無效【此措施預
意見能及時在學期中讓教師知道，做為回饋教師
定於 102 學年第 2 學期開始實
教學改進。另針對學生不確實填寫之狀況，擬與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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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
學院偏高，在此造成學校的 GPA 值不均，若學校 註冊組 經 102 年 11 月 29 日通識教育中心
有方式去平均，求得學生真正的 GPA 值，則有助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
於校內學生轉系或者申請國外交換學生的資格，
育中心會議第二案決議:通識課程
另外，通識課也需訂定一套標準，否則學生會依
教師評量學生期未分數時，若該班
照老師個性及該堂課分數高低考慮是否修習該通
成績平均高於 85 分且為通識課程
識的狀況，造成選課分配不均。
前 5%者，責成通識中心主任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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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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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制分數區間
（Grade）

回應說明／執行情形

回應單位

了解該課程評量分數與上課狀況
是否異常。
註冊組：
註冊組會盡快提供平均成績極高
或極低之異常評分統計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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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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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
態或者是於期間出國無法授課，故教務處下次在 課務組 業依結論執行。
安排通識預選和通識加選時，能先與教授協商好
課務組：
該門課是否有授課，此時可將預選以及加選往後
1. 本 校 現 行 超 支 鐘 點 費 金 額 偏
延，並規定教授既然開課就不得更換時段或取消
高，不宜再放寬支領的規定。
開課，有助於通識選課品質上的改進。
2.為檢討課程結構及教師負荷差
座談會回應與結論：
異等問題，校內已由教務長召集
1.本校通識課程每年皆於約4月及11月行文至各學
各院代表組成專案小組，迄今召
系調查上、下學期開設通識課目之名稱、時間、
開 2 次專案會議研商改進方
人數等，並請授課教師及系所主管親自簽名確認
案、收集各院回饋意見，預計於
（能先與教授協商好該門課是否有授課）。至於
本年度 5 月份加開一次教務會
教師代聘課程是因教師聘任程序尚未完成，只能
議專門討論課程結構議題。
先用待聘（教師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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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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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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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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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單位

回應說明／執行情形

註冊組

1.目前計資中心已寫了一個線上
審查畢業資格系統，預先幫同學
分類及小計已修習的課程，點選
已修習學分數，會出現已修習的
課程。
2.此系統之功能，是輔助學生檢視
自我畢業學分，也作為註冊組、
系所線上畢業資格審查之初步
篩選功能。
3.學生查詢畫面，目前仍在測試修
改中，系統預計 5 月中旬上線，
將會依各系及註冊組畢業資格
審核結果陸續公告應屆畢業生
不足之學分。

課務組

經授課時數與課程結構專案小組
研商會議討論，「微積分」、「普通
物理」等基礎課程，規劃按學生程
度推動分級授課，與開課單位進行
協商與研議中。

國立中興大學 102 學年第 2 學期教務處與學生代表座談紀錄-3-

紀錄結論

回應說明／執行情形

回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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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應數系
微積分（二）
4
理、工
微積分（一）
3
農、生科、管理（商）學
微積分（二）
3
院各系
微積分（一）
2
農、生科、管理（商）學
微積分（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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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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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組
1.關於每學期行事曆排定之選課日程，遇國定假日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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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興學生的密碼長度最短 6 個字，
且可達 30 字以上，學生可以依照
自己的習慣設計較為安全的密碼。

註冊組：
彙整校內全校性重要活動編排行
事曆草案，若遇國定假日連假，提
醒相關單位檢視日期。
課務組：
1.在訂定加、退選時程時，已配合
連續例假日的日期，將時程順
延。
2.有關停修課程的規定，102 學年
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已經通
過，於 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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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本次座談提問與結論：
一、多元學分學程：鑒於中興大學以農立校，校風保守樸實，又學校中現有的學分學程多數
以二、三類為主，希望能朝向更多元的方向增設學分學程，如媒體類、藝術設計類等，
提升校園多元學習風氣，體現綜合大學精神。
結論：
1.目前大學部同學修習學分學程時，常因系上有相當多的必修課程，反而不利跨領域學
習，目前各學程僅少數學生取得學分學程證書。而本校未設立藝術、媒體系所，缺乏
相關師資，故目前未規劃相關領域學分學程。
2.針對學生欲修習媒體類、藝術設計類課程，建議得以校際選課至外校修課（如台中教
育大學）
，其中本校與中教大、台綜大四校校際選課免繳學分費。另建請通識中心蒐集
中教大通識課程資料，研議與本校通識領域之對應，以便提供學生跨校修課之參考。
二、書卷獎制度：書卷獎現行制度下同班同學常因不同的通識課有不同評分標準，而是否得
獎某種程度上取決於選課上而非自身努力，因此輕鬆而高分的通識課人山人海。我們益
深知此問題無法一朝一夕從每堂通識課上改變，於是在此提出希望書卷獎計算方式改為
PR 值，也就是排序的概念。詳情請見附件一。
結論：
1.學生平均學業成績改採 PR 值排序核計案，因不同人數修課採用 PR 值等，有諸多缺點，
且此變動將影響全校各班制範圍頗大，要相當審慎，故無法採納學生建議推動 PR 值。
2.另關於學生反映本校績優學生獎勵辦法「學業成績平均不得低於八十分」之問題，建
議刪除絕對分數規定，會後請教務處與學務處研議修訂法規，提案至行政會議討論。
三、校外修課：目前本校向外校修課的制度與流程不明確且極為繁複，學生也沒有清楚的官
方管道可以查詢可修習的校外課程清單，希望此項極為優良且吸引人的制度可以更成熟
並且被多數學生所使用。
結論：會後由課務組協助提供簡易之跨校選課流程說明，公告於教務處電子報、網頁及選課
系統，並請學生會協助告知學生，俾利學生查詢瞭解。
四、教學意見即時回饋系統，想詢問目前進度。
結論：
「教學意見即時回饋系統」已列入校務系統新增需求規劃，預定於 103 學年第 1 學期開
始施行。
五、其他提問與回應：
1.關於學生反映大陸交換生選課僅能以紙本作業案，課務組正著手規劃交換生(外籍生、大
陸生)線上選課作業，將與計中討論列入校務系統新增需求，俟計資中心系統完成後再改
以上線使用。
2.關於學生反映課程系統有關通識課程之教學大綱錯亂問題，為查明更正原因，日後如有
此狀況，請學生即時通知教務處課務組或通識中心處理。
參、散會：下午 2 時 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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