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學年度環資學院第二次師生座談會議紀錄暨業務單位回覆說明表
(含化工系、環安衛系、材料系)
一、 時間：100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中午：12：00~13：00。
二、 主席：謝章興 院長；記錄：詹秀璟
三、 建議事項詳如下表：
建議單位
四環一

意見反應
建議事項一：

回覆單位
環安衛系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101 學年度

系統選課時無法看見選課科目的課程綱要及授課老師 教務處
的教學進度表，所以沒有辦法在選課時做出正確的判 電算中心
斷，導致在選課後還需加退選或是選到自己不喜歡的
選修。

意見回覆
環安衛系：
在選課的當下，選課系統和課程綱要及課程進度表是
沒有放在一起的，但系上的網頁一直都有公告課程綱
要，並且會在選完確定開課的課程，於開學後的兩週
內公佈老師們的課程進度表；另外會在新生座談會的
時候說明清楚課程綱要和進度表於何處可以查詢。
教務處：
依現行制度，教學進度表填寫截止日為開學後 4 週，
教務處擬於 101 學年度要求授課教師提早於網路初
選前完成，但仍需視各系授課教師聘用進度方能實
施。
電算中心：
目前選課系統設計的確無法看到教學進度表，然該反
應之需求用意甚好，將建請教務處規劃明確作法，本
中心將全力配合修正。

四環一

建議事項二：

環資學院
共同科目(Ex：微積分)的各個老師教導方式、講解方 環安衛系
式不同，所以會遇到某老師的講法學生無法了解，所 教務處
以需要重修的機率就變大了，而重修又是給同一位老
師教，所以不知道是否可以開放相同科目課程不同授
課老師給學生選課，並開放跨系選擇共同科目。

101 學年度

院長：
未來環安衛系若有雙班招收，建議在排課的時候安排
共同時間提供學生選修，並且建議教務處是否有辦法
在初選的時將共同科目放入跨系選課。
環安衛系：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在排課安排上，不同系別但授課老師可能相同，未必
可以安排在同時段上課，在有限的課堂安排下，其他
的選擇也有可能與系上必修課衝堂，故排課有其規劃
與考量，但仍可建議教務處開放共同科目跨系選課。
教務處：
「選修課」跨系及「必修課」跨系之同意權，在於學
生就讀系所，只要系主任同意即可，辦理方式有二：
1. 於加退選期間，填寫跨系選課申請單。
2. 由系主任於教務會議提出選課規則變動，轉由電
算中心進行選課系統設定。

四化一甲

建議事項三：

化工系

100 學年度

基本的實驗器材不足(如天秤、安全吸球…)以至於學
生在分組進行基礎實驗時，同時花了部分時間在排隊
等待前一組別用完，所以有些浪費時間。

四化一乙

建議事項四：

化工系主任：
天秤在使用時應不需太長時間，若是因為在操作的時
候出現了錯誤而增加等待時間，會請 TA 注意同學於
操作實驗過程是否有出現錯誤；也會請授課教師協助
注意，並建議授課老師每組應至少會有一個安全吸球
耗材供實驗進行。

化工系

101 學年度

化工系主任：
會考慮改進也可以節省與改善實驗效率，擬建議列入
系上購買項目。

化工系
學務處

101 學年度

化工系主任：
學務處在安排宿舍會依學年級人數、班級數量的不同
做為考量分配宿舍，也方便各班級輔導，擬請學務處
協助回覆安排宿舍分配方法說明。
學務處：

做化學實驗的時候系上使用本生燈時是使用火柴，比
較起來較無實驗效率也會增加許多垃圾，在任何技術
士考試演練時都是使用點火槍，不知系上是否可加購
點火槍。
四材一

建議事項五：
各個年級的宿舍分配方式，由於 1.2.3.4 舍方便性較
高，而 7.8 舍較為偏遠，所以方便性相對低了很多，
所以希望能夠自由選擇申請住宿房間。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意見回覆

(yy/mm)

每年宿舍床位的安排係以各年級人數、班級數不同做
為依據。且因每棟宿舍床位數係為固定的，因此每年
的床位分配表，學務處均有 2 種以上的方案(例：依
學院分、依年級分、依系所分…等)討論。床位安排
亦有其他因素考量(如：各年級開學返校日期不同)。
因此，宿舍安排方式只能以滿足大部分同學的利益為
考量。
四化一乙

建議事項六：
環資學院
體育課應增加運動種類的選擇性，例如可以選修籃
化工系
球、壘球、羽球等運動項目，並且於修課學期時間時 體育室
能夠針對特定運動項目學習，能夠使同學們選擇自己
較為喜歡的運動，同學們上課起來也會較有動力。

100 學年度

院長、院祕：
建議體育組做一些老師專長的安排，並且看是否能比
照第一哩課程的方式，以運動項目選修課程，建議比
照其他學校選課的方式，現階段在社團也可以滿足不
同類別體育項目的選擇。
化工系主任：
學校目前有跨出第一步在第一哩課程時，也會建議體
育室比照通識課程，以選修方式讓同學們選擇自己嚮
往的運動項目。
體育室：
本校體育課程採隨班授課，主要原因為工讀實習壓縮
導致一、二年級課程非常滿，要實施選課制度是有困
難的。體育課程的安排除配合學校的運動門檻及體能

四材一

建議事項七：
環資學院
在別的大學裡軍訓為選修課程，但是為何我們學校的 教務處
軍訓課程為何為必修課程，為什麼不能調整為選修。
軍訓室

101 學年度

檢測，課程內容儘量採球類項目，以滿足同學們的需
求。同學如有不足，可利用傍晚時間選擇自己特別有
興趣的項目活動。
院長、院祕：
因國家政策上目前逐漸走向募兵制，但現階段學生仍
會有服役的問題，若選修軍訓課程可依當時相關規定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意見回覆

(yy/mm)

折抵服役時間，擬請教務處跟軍訓協助回覆，建議朝
向選修課程方式推動。
教務處：
101 學年入學的軍訓課程已改為選修課。
軍訓室：
1. 101 年 2 月 14 日召開 100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

2.

3.

議暨校課程委員會，本室業已提案修訂，有關本
校日間部及進推處四技同學自 101 學年度開
始，將國防通識課程，訂為一年級以上同學選修
0 學分。
政府已修定並公告兵役法，其中針對民國 8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國民體位合格，免服兵役，僅
接受 4 個月軍事訓練，相關事宜由國防部另訂
之。
本校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少數 82 年次 9─12
月出生，不影響渠等折抵役期及預官考選獲取資
格權益。

四材一

建議事項八：
環資學院
空堂可否安排在通識中心有通識課程的時段，因為有 通識中心
些時候通識課程會跟必修或系上專業課程有衝堂的現
象。

101 學年度

院長：
由於通識課程老師有部分為兼任老師，所以時間較為
限制也較無法協調，此問題為學校較長久的問題，請
通識中心協助回覆，並建議通識中心應給予通識課程
於排課時段提供彈性的時段。
通識中心：
爲便於學生選修「通課選修課程」，授課時間皆安排
在星期一、四下午，這個時段除了四技部一年級之
外，其他年級應不會安排專業必修課程，而是以專業
選修為主。如此，學生選課之空間較大。

建議單位
四化一甲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建議事項九：
環資學院
選課確認單是否應該在第一次選課時列印出名單，以 教務處
免在不知道是否有選擇到想選擇的課程，目前僅在第
二次選課後才知道選課名單，如要更改已無法變更，
會使我們在學習上有些許的困擾 。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101 學年度

意見回覆
院長：
建議將兩輪選課的結果名單列出，使同學知道是否有
選擇到課程，可建議教務處。
教務處：
從網路初選開始至網路加退選結束，學生能隨時於選
課系統上查詢/列印個人最新的選課清單。選課結束
後，學生亦隨時能於學生資訊系統查詢/列印本學期
的選課結果。
故，「選課確認單」的功能並非向學生「核對」選課
資料正確與否，其功能在於「提醒」學生應到課。
網路初選結束後，教務處可提供班級學生初選結果予
各班導師，供其輔導學生選課。

四化一甲

建議事項十：
環資學院
獎學經種類及推廣不足，不知道學校是否能將獎學金 學務處
於每次有新增加的時候張貼出來，要不然會不清楚有 校友會
何獎學金可申請，以至於錯過許多機會。
教務處

100 學年度

院祕：
校外或綜合性獎學金由學務處負責公告，學院前三名
及進步獎由教務處註冊組負責提供，若由各系校友提
供的獎學金由系上負責公告，申請獎學金方式皆有公
布於學校網站和各系網頁，並且皆有定期更新。
院長：
建議獎學金申辦單位將全校獎學金資訊彙整 email 轉
系上宣達或公告，再由老師將資訊轉發學生週知。
學務處：
因校外獎學金辦理單位其來文時間「不定時」，故校
外獎學金訊息公告『特設』於學校首頁-獎學金專區，
以利學生隨時查看。請同學多上學校網站查看，也請
導師多加宣導。
校友會：
現狀向校友募集發放之薪傳獎助學金及校友提供之

建議單位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意見回覆
康協益先生獎助學金，於學年起始啟動提供同學申
請，除請學務處協助公告於獎學金專區、校友服務組
及校友會網站，另繪製海報公告於校園各主要學生出
入建物入口明顯處、E-MAIL 委請導師及系上協助通
知。
教務處：
校內品學兼優前三名暨進步獎獎學金，於次學期開學
後一個月公布於學生資訊系統內，紙本公佈於註冊組
公佈欄，並同時將獎學金轉存至各生郵局帳戶內。

四材一

建議事項十一：
環資學院
由於高職課程並沒有學過物理實驗，所以物理實驗課 材料系
程對同學而言有一定難度區別，但是因為 EA 助教只 化工系
有一名，所以會發生沒有 EA 助教可以詢問的時候，
不知道是否可以增加助教名額。

101 學年度

院長：
1. EA 名額由通識中心統計並依老師課程需求可申
請一位 EA 協助課程，故無法增加。
2. 很多課程在來自高中職科系背景不同，而產生課
程學習進度的問題存在，建議老師與學生在實驗
分組時應將加入不同背景的同學，共同提升學習
效率。
材料系主任：
建議學生如課堂上有問題應立即與授課老師反應，將
會與授課老師討論學生之背景不同來調整課程難易
度。
化工系主任：
一般在學習初期會有問題產生會依照不同高中科系
背景來做適度的調整，以盡量配合各個學生學習能
力，來達到最完整的學習效果。

建議單位

四化一甲

意見反應

回覆單位

建議事項十二：
環資學院
當晚自習時間去詢問駐點助教上課時不懂的問題時， 通識中心
而舍監於晚點名時將受輔導學生登記未到，以致於被
記小過。
目前的做法是如果向教務處提出說明並開立證明，但
也只能等到確定被記過，再向舍監提出銷過，為何要
等到被記過後才能去提出銷過證明，程序上是否有問
題。

※本表格由學務處提供。

預訂完成時間
(yy/mm)
100 學年度

意見回覆

院祕：
建議駐點助教(CA)於輔導結束後，將輔導登記名單直
接交給舍監以節省時效並減少錯誤產生。
通識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已交待 TA 要求同學簽到，當天駐點任
務結束後，將簽到表交給舍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