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與校長有約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民國 108 年 12 月 10 日
二、會議地點：求真樓音樂廳
三、主席：王如哲校長
四、會議內容：
 主席致詞
首先要特別謝謝學生會的安排，每一年的與校長有約皆由學生會安排，所以
特別在今天活動一開始先謝謝學生會，另外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也做了些協
助，因為有他們的幫忙今天才能召開這活動，學生會事前也有很多的作業，收集
了一些學生反應的意見，我相信今天這個面對面的時間可以充分的溝通，聆聽學
生們所關心的問題，以及提出的意見，這樣非常好，可以讓許多師長主管同仁與
同學面對面來交換意見，所以活動開始我要特別感謝學生會跟課外活動指導組，
也利用這個機會謝謝今天出席這個活動的師長們。上週六、日的慶祝校慶大會以
及運動會，學生參與的非常多，也主辦很多活動，包括園遊會還有演唱會，讓我
們 120 週年校慶還有相關的紀念活動辦理的非常成功圓滿，在這我也要謝謝學生
的參與，當然也感謝同仁們參與很多相關的活動。今天這個活動最主要按照學生
會的規劃，希望能夠來進行現場的提問跟回覆，也包括各單位的業務報告，接著
就按照規劃來進行，並達到這場活動的目的。最後這樣重要的活動還是要感謝今
天出席的同學、感謝大家、感謝學生會、感謝課外活動組，感謝與會的師長，感
謝所有同學，謝謝。
校長：針對大家比較關注的部份，現在總體回覆，跟大家稍微做一個總體說明。


學務長整體提問回覆
校長、同仁好，學務處這邊看一下，大部分同學反應最多的還是宿舍，跟大
家報告一下，這幾年來我們校長在宿舍的投入非常多，估計一下這幾年投入將近
一億，平均每年三千多萬。明年包括外牆的整修、內部軟體、硬體設備，不是只
有整修外牆，當初規劃整修外牆是因為近幾年的地震，導致牆壁磁磚掉落非常危
險，所以一定要做，因整修外牆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陸陸續續於莊敬苑、
迎曦樓及明年預計施工的大詠，佔了很多的經費，之前有跟校長報告：「外牆之
外，我們學生裡面住的床、門，因為在座同學們的學長姐都反應，希望把房間門
改善，從最早期的鑰匙陸陸續續都變成刷卡的。」
再接下來還有莊敬院，陸陸續續也會做一些規劃。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的
問題，因為住宿安全是最重要的，接下來就是一些細節的問題，包括熱水，所以
在這一兩年陸陸續續要更換很多的熱水器，但由於時間的因素，有些先更換，有
些可能要明年更換，然後就是有關廁所及更細部的一些問題，如何讓我們宿舍營
造一個更好的氛圍及空間。在這幾年來宿舍陸陸續續在做這些改善，也就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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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裡一樣，有時候這個壞掉那個壞掉，我也跟同仁說過：「因為現在都可以直
接在網路上做報修，只要有同學反應有什麼樣的問題，有那些廠商可以馬上來解
決。」當然有些問題也是要經過一至三天，就像是自己家裡的熱水器壞掉，或是
其他什麼設備壞掉也不太可能馬上就修好。
依照我的了解，如果像最近天氣比較冷，有時候在現場的生輔員跟宿舍管理
員會協助做一些分流的措施，或者是說到不同的樓層或是到不同棟宿舍去做洗滌
的工作。另外同學這邊的反應也很感謝我們總務處的幫忙，有很多總務處在這幾
年陸陸續續發包做些施工。
最後同學在住宿的時候如果真的發現設備有毀損的問題，趕快跟學務處這邊
反應，我相信，包括學務處能做的或是總務處能做的，我們都會盡量提早做一個
完整修繕。學務處在這裡先做個簡單的報告，以上謝謝。


教務長整體提問回覆
這邊提問跟單位的回應，各位可以看第三頁跟第四頁。

那我想學生可能比較關心我們現在新的系統啟用，那啟用以後，同學們就
會想說，既然有系統，那就不用再加一些人工的作業。那事實上，我們做的人
工加退選事實上是比較不是常態的，就是說，我們本來有一些教室的上限，有
一些老師開課的一些規劃。那你如果要加選，必須考量老師願不願意容納進
來；還有，可能也會跟你詢問一下你的各方面、能力總總是不是適合。所以，
你如果是在非正常的這個時間做這個選課的時候，做加退選我們通常會在一個
人工加退選的這個動作。那麼一方面可以跟老師見個面，了解一下為什麼要
退、為什麼要加。那同學們可能比較抱怨的就是說:「我找不到老師、老師不曉
得在哪裡」。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就是有一些權宜的措施，就這個部分我們可
以跟開課的單位反映一下，那給我們老師的一些資料。那老師如果授權這個開
課單位的主管、或著是系辦代為簽一下，那後續再來補一些作業。事實上，感
覺上是稍微麻煩一點，但是它有它的必要性，特別是退選，這個加選的部分就
需要了解一下，我想這是第一個大家比較在意的。
那第二個是學分、修習學分數，那非師培生希望能不能降低這個修習學分
數的部分，那依照大學法施行細則的規定是，最低是 128，128 這是最低的，各
大學都是一樣。所以，有關這個修習課程的部分，我們還是不能逾越大學法的
規定，那至於各系的課程怎麼去規劃，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由尊重系的一個課
程委員會去做處理，那當然系上的課程委員會還是會送到校、送到院來做審
查，那麼這個部份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還有談到一些跨校選課的問題。那目前我們學校跨校選課有一所學校跟
我們是互惠的，不用再另外繳學分費的，就中興大學。中興大學所有的跨校選
課跟我們是不用另外繳學分費。那跨校也有他的上限，不是說我全部跨校，我
可能在台東，就全部跨在台東縣，那就不用回去台中上課，不是這個意思。它
有上限的規定，不得多於這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上限。那麼如果盡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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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校內有開的盡量以校內為原則，有特殊情況你當然可以去做跨校選課的這
個動作。那你選的課不能夠重疊，那邊選一個課、這邊選一個課的時間是重疊
的，這可能在學分採計上都有些困難、有些問題。那大概主要的同學可能提到
的。
還有提到的，就是那個畢業門檻。因為我們的課架是在做滾動式的修調，
包括我們做課架外審之後，各個系所的課程委員會，都會作微幅的調整，包括
畢業門檻。那麼這些調整以後，有些延畢生、或是你那時沒有修到的學生，其
實我們也會隨時提醒系，就是有些相關的補救措施，不要把必修的課排除之
後，我們沒辦法去達到畢業的門檻。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做提醒。
那以上大概以幾點做回應，謝謝。



師培處處長整體提問回覆
各位同學大家好，師培處的資料在第 17 頁敬請各位參閱，我們非常謝謝校

長還有師長，本來每一位同學過去師培都是要修 60 個學分，因應新制先檢後實
考量到現在師培生在大四下學期(109 年 6 月份)就要面臨教師資格考試的壓力，
我們努力跟教育部申請減少學分之下，減到了 50 學分 52 學時(教育實習是兩學
分四學時)。至於同學對「國音及說話」課程的意見，是依據教育部公布之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及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國音及說話」為本校必修課程才能符合
教育部規定。另外同學請問師培名額為何不是想修的同學皆可修呢？師培的名額
可不可以增加的意見在此說明，因師資培育法規定，各校的師資培育名額均由教
育部核定，故本校原在教育部核定有 297 個小教名額，學校過去為了要申請精緻
師培計畫，修習生又簡稱為先修生，就是大學生先要修 60 個學分的課四年修完
後，還要考上教育部給我們 60 個研究所的公費生，就是研究所的資格，就是四
加二方案，變成六年的課程才可以當老師，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校長後來特別幫我
們去申請，恢復了 297 個名額，現在是雙軌並行，也就是大學畢業可考教師資格
考試擔任教師，各位又可以來考本校的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生，歡迎同學
們來報考碩士公費生，公費生由國家培育，不用參加教師甄試，畢業後馬上就分
發至公立學校，所以我們一方面會繼續為各位爭取權益，另外我們會針對師培造
就優秀教師需求，邀請專業師長來為各位授課，希望同學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修
業完成，成為優秀良師。我們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評鑑為獎優師資培育大學，所
以教育部提供我們很多的師培獎助學金，目前教育部提供我們師培獎學金一個月
有 8000 元獎學金，四年就有 38 萬 6 千元，總計有 43 個名額，所以同學只要有
興趣歡迎來爭取。在此歡迎各位加入師資生行列，我們也會跟教務處配合，為各
位來開設更多的相關對同學們有助益的學分與課程，歡迎常來求真樓六樓師培
處，六樓大廳目前設置了志學園，謝謝圖書館提供我們書，我們也設置許願樹，
各位可來這邊休憩與討論，寫一些心裡的願望、也可以念書，有不清楚的也歡迎
各位常常來師培處交流，再一次謝謝各位師長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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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主任整體提問回覆
各位同學，大家晚安。通識中心就是 128 的 28 學分，8+18+0.5*4，這樣知
道嗎？8 學分就是必修的課程，18 學分就是選修的課程，那 0.5*4 就是體育學
分，就這麼簡單。那同學反應說我們課開太少，或是選修的部分太少，事實上我
們通事中心的課程非常彈性，我們有微型學分學程，我們有微學分，我們有自己
的通識課程自己開，還有共作課程。
什麼叫自己的通識自己開？就是你覺得某某課程的名稱跟某某老師的專長
非常一致，而且要開的話，可以找大概 20 個同學上簽，我們在課程外審核通過
的話，就自己的課程自己開，這樣了解嗎？
還有有同學想到的是大一英文的部分，那大一英文的反應，我們也接收到同
學們的反應，如果你的英語能力很強的話，是不是可以不要修大一英文課程的部
分，OK!我們已經做過全盤的討論跟溝通，還有參考外校的一些做法。就是明年
度 109 年的 9 月大一新生 ，大一你的英文程度如果在我們的標準內，比如說多
益要幾分以上，或是托福要幾分以上，我們的英語教學中心也是對你們仁慈，好
像在 2/3 以上的程度就可以大一英文免修英文，4 個學分就免費送你，那也不用
現在這個制度說要加修其他學分，就不用，就在明年會開始實施，那其他學校也
有這樣做，也有這樣的一個方式，不是只有我們獨創，那我們希望英文程度好的
同學，你可以再去修其他的課程，那你要加修我們開的進階英文課程，也是沒有
問題。那現在現行的制度，就是你必須通過英語程度較高的同學的話，你還可以
再修大一英文進階的課程，那明年會改掉。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以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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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時間
學生提問

師長回覆

教育一甲 王宜揚同學
英語畢業門檻廢除問題
學生認為要廢除英語門檻原因
有以下幾點：
1.早在 2016 年教育部已正式宣
布屏去英語門檻政策
學校不能以教學評鑑為理由
2.應回歸教學面

 校長回覆有以下幾點：
1.設立英語門檻的真正的目的：提升英
語能力、經常使用英文
英語門檻為達成目標的手段之一
廢除有討論空間
不反對廢除
2.學生可以有其他途徑可以證明其英文
能力

若要設立英語門檻，學生認為 後續討論與有關單位用其他方式(例如
為何是要外包給多益和全民英 去國外交換)證明學生英文能力
檢等廠商？
 通識中心魏主任回覆有以下幾點：
1.如何提升英文能力有討論空間
認為不太好做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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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心在評鑑學生英文程度是否透過外
界評鑑方式來證明同學程度
可以再做討論
方式：校內課程、國外交換
3.是否有調整空間和如何改進會更好可
以再找時間討論
 校長結論：
1.參加外面考試怕圖利特定廠商，
學生可以建議其他證明其英語能力的方
式，討論後納入
2.在學校參與有關英文活動，可以考慮
納進來，但須經過討論後認定
校內研商讓同學有更多選擇，透過多元
途徑達到目的
3.重要議題：學生參加校外考試要額外
花費
這個問題要去重視
校內置辦的考試的時間和次數
盡量方便學生
2

語教三甲 張銘展同學



校長的回覆有以下幾點：

統整英語畢業門檻廢除問題
1.通識中心邀集相關同仁做討論
學生認為要廢除英語門檻原因 2.希望減少學生負擔因外面考試要付費
有以下幾點：
3.希望有更多途徑達成學校想要的目標
1.大一大二期間同學多經由多
益、全民英檢達成學校設定的
英語門檻目標
大三以上大四才能校內檢定
時間拖得較晚
2.能否用更多元的管道
目標為保持英文能力，而不是
擁有證照
能不能有更多管道或者把門檻
降低
3.大一英文對於英語能力的提
升的相關性
與通識中心做更多的討論，召
開公聽會蒐集學生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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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更好的方法讓英文能力的
提升
3

文創四甲 施同學
英才校門旁白色裝置藝術封閉
何時開放
學生提問：
系上辦活動時，希望能與它有
一點互動，蠻長時間被圍起來，
何時會開放?

 總務長回覆：
1.三角錐圍起來的原因：裡面燈泡破掉，
會有公安的危險
2.延宕問題：當初的反應沒有到承辦單
位，盡快處理並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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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社三甲 許閔凱同學



教務處課務組回覆(教務會議代表

(學生議會)
席次、期中停修時間)
 學生會及學生議會無教務 1. 教務會議沒有學生代表席次的部分，
會議學生代表席次因此透
會再與教務長秘書做討論。
過今天對教務處做提問。
 學生認為停修週時程不恰
當原因如下：
本校期中停修時間訂於期中考
週(第九週)，而多數學校會將
停修週訂於期中考週後兩三週
之間，讓學生收到期中預警後

2. 期中停修本校訂為第 9 週，他校訂於
第 10 週讓同學有緩衝時間，已和課
務組同仁討論將會改為第 10 週期中
停修。
 學務長回覆(宿舍安全、服務學習)
1. 宿舍管理問題回歸宿委去做討論。
2. 學務長會議有提醒釋字 784 號的爭

可以決定是否要停修該課程，
訟。
本校目前規定之時程不利於學 3. 本校現行服務學習制度較為偏向舊
生做評估。
式制度，依教育部規定現行服務學習
 學生對生輔組提出宿舍安
制度目前分為兩項：
全問題的討論：
一是社團類服務學習，二是獎勵各系
是不是要聘請管理員來全責處
所開課，服務學習課程化才能夠成為
理宿舍安全管理上的疑慮？
畢業門檻，學務處會針對社團做服務
 學生認為服務學習應學分
學習的開拓，而未來也需要做相關規
化原因有以下幾點：
定的修正。
1.今年度政治大學通過服務學 4. 請通識中心回覆不是課程化的服務
習及體育學分改革。
學習是否能成為畢業門檻。
2.讓體育學分回歸到 1 學分。  通識中心回覆(體育學分、英語門
3.本校服務學習未正式學分化
檻)
及課程化，仍採用門檻的方式， 1. 體育學分為何是通識課程或必修課
以他校學分化方式為例，可採
程在法源依據上是模糊的，如何變動
用各系自行開課方式，並鼓勵
及修正或是改為一學分是可以討論
社團多開設服務學習活動(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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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社團評鑑績優)。

2. 檢定認證標準有 7 個，而加強班是否

4.避免未來爭端可先行說明。
是好的方式或者是需要修正的方式，
 學生針對手冊第 13 頁 12
也是可以討論的。
題的師長回覆做回應：
3. 校長裁示通識中心主任召集英語系
師生座談會的學生提案要學生
老師及相關同仁做改變及更動的討
會及學生議會於校務會議提案
論。
並不可行，學校是否有其他方  總務長回覆(手冊第 13 頁 12 題)
式可以去處理？
針對禮義廉恥牌匾移除及中正樓更
 學生針對通識中心英語畢
名的回覆，上回蔣公銅像移除是學
業門檻問題統整回覆：
生會提案，更正為「校務會議學生
現行做法無法保障無法取得校
代表提案」(校長：學生若有關注的
外英語檢定證明的同學，只能
可以循提案到校務會議) 。
透過大四的英語加強班去取得  教務處課務組回覆(校務會議代表)
畢業的資格，英語畢業門檻回 1. 教務會議為教務長秘書負責。
歸學分化及課程化(大一英文
的課程)。
 學生回覆教務會議席次：
目前全校所有會議除教務會議
外都是由學生議會及學生會派
代表，由於學生會經過普選，而
學生議會來自各系各班級，因

2. 教務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都有學
生代表但不是學生議會代表，因考量
各院平衡性，從各院推派代表。
 校長回應多益合作校：
會再去做了解，若有此情況再做反應。
 進修推管部主任回應多益合作校：
臺中市政府曾委任訓練公務人員，

此具有足夠的正當性，而系院
同時多益來談合作，因此促進這個
代表是由各系退役系學會長做
機會讓公務人員可以透過這樣來考
輪替產生，是否符合正當性有
試，才會有合作的狀況。
待討論。
 校長結論：
 學生回應多益合作校：
學生會及學生議會都足以作為學生代
多益合作校有名列國立臺中教 表，席次問題待後續討論協商。
育大學，請通識中心做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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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社三甲 詹翔鈞同學
 校長回覆：
社團組合屋拆除問題
組合屋分為主校區及英才校區，將
學生提問：
來會動到的主要是英才校區的部分。
書面資料提到要拆除社團組合  總務長回覆：
屋，牽涉到許多社團，拆除後續
校本部組合屋有使用執照因此不會
社團財產將移至何處，以及後 拆除，英才校區因沒有使用執照而會拆
續社團上課的問題，是否會影 除，搭配預計於明年年底體育館開始的
響到社團後續發展？
興建工程，拆除前會通知管理單位，組
合屋明確最後使用期限於明年年底，組
合屋目前主要適用於桌球教室，會先以
7

樂群樓教室做使用。


校長裁示：
本校區組合屋會永久被使用，英才
校區工程的時程目前明確化，依照時程
之後要搬出的變通方案，會有一些空間
去做替代，例如民生路的角角的樓上，
學校會重視社團，讓學生可以有搬遷的
空間，中華路那一排(目前為創新議程中
心管理)目前是給校外做使用，如果真的
空間不足會視情況調整。
 後續處理：
目前先將時程明確化，再請學務長
確認會影響到哪些跟學生有關的部分，
讓學生社團都有空間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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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心三甲 張卉欣同學
師培處回覆：
大三實地學習零學分問題
1. 那是舊制課程，108 年已改為新制，
學生提問：
新制實地學習確定為兩學分。
為何會有實際有上課卻零學分 2. 舊制課程零學分的原因：教育部規定
的課程(三上教程四小時零學
教程生要完成 72 小時校外考察，為
分的實地學習課程)？
避免學生需要另行去補足 72 小時的
占用學生修其他課程的時間。
時數，因此列入課程。
3. 教程排課負擔較重因此在 108 學年
改為 2 學分，但教育部不同意溯及既
往，因此無法嘉惠到目前教程的同
學。



校長結論
已聽到同學們所關注的問題，大家提出後能依照校內的相關程序實施，仔細
去精進是很重要的，我想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能夠持續去精進我想也是因為
大家能夠從不同角度去做提出一些意見有機會能夠去做修正，使得更符合我們實
際需要達成的目標，感謝這麼多同學提出非常寶貴的意見，也謝謝剛剛相關同仁
的回覆及說明，特別說一下不是這邊回覆說明完就結束了，比較重要的是針對這
個回覆，因為回覆後續也需要去做什麼，有些是有困難現在沒辦法做的，就是先
做個說明，相關同仁依這個回覆，去做後續相關的流程。再次的謝謝學生會，學
校的相關同仁，也謝謝同學出席今天的活動，如果沒有其他的部分，是不是我們
會議就到這邊結束，再次感謝大家出席今天的活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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