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科技大學進修部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師生意見交流」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11月 3日（星期四）18：40-19：50                 地點：C36教室 

主席：黃世雄主任                    記錄：王智生 

參加人員：進修部師長及各班班長 

壹、主席致詞： 

貳、各組業務宣導： 

註冊組 

一、請班上同學多加利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系統，同學之出缺勤情形、各科成

績、職涯地圖（畢業可選擇的職業）、課程地圖（需要修哪些課程）、證照地圖（可取得哪

修證照）…等資訊，皆可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上查詢。 

二、同學如有聯絡資料之更新（包括電話、手機或通訊地址），請即時至進修部註冊組更正，以

讓行政單位能將重要資訊即時通知同學知悉。同學如有更改戶籍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

或戶籍地址等），請攜帶戶籍謄本(三個月內)至進修部註冊組更改。 

三、有關成績查詢、成績更改與學期成績單郵寄部分： 

（一）期中成績：依規定任課老師於期中考後 7天內需將成績登錄於成績系統並按下確認。 

（二）期末成績：依規定任課老師於期末考後 3天內需將成績登錄於成績系統並按下確認。只

要老師按下「成績確認」後，同學皆可於系統上查詢到成績。 

（三）若同學對成績有疑問，先向任課老師詢問（或查閱考卷）。若確認有誤，請任課老師於成

績登錄系統填寫「成績更正」申請書，送出後進行成績更正。 

（四）學校每學期會郵寄學期成績單給同學（畢業班最後一學期除外），滿 20歲同學，成績單

郵寄地址為通訊地址；未滿 20 歲同學，成績單郵寄地址為戶籍地址。 

四、請協助提醒同學於下學期開始選課前，留意下列事項： 

（一）入學時之當年度系上訂定的「應修科目表」中，「是否有畢業門檻」、「可至外系修課所承

認的學分數」…等相關規定，以做為選課之參考依據。 

（二）是否有重複修課的情形（即課程名稱相同，重複選修 2次），若有則第 2次重複修習之學

分數將不列計畢業學分。 

五、學分超修（超過規定學分上限）、減修（低於規定學分下限）部分： 

（一）超修：同學若上學期學業平均達 80分以上，即可申請超修 1門課程。 

（二）減修：同學可考量學習狀況或工作負荷等因素，必要時可於每學期開學第一週，申請減

修 1-2 門課，以減輕學習負擔。 

課務組 

一、本學期期中考試週為 11月 14日(星期一)～11月 19日(星期六)，請同學及早準備，並請遵

守考試規則，誠實應考。 



二、若同學發現學習成效不佳、跟不上老師授課進度，歡迎同學申請「同儕輔導」。進行「同儕

輔導」輔導時間為星期一到星期五空堂時間、星期六午晚餐或空堂時間，相關辦法請參閱

進修部課務組網站，或洽詢進修部課務組。 

三、若同學期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或重複修

習課程經系上認定後、或因工作、個人身心之特殊狀況等因素，經提出相關證明由進修部

認定後可提出「停修」申請。申請時間自期中考後一週開始，須於停修作業開始二週內完

成申請（11月 28日(星期一)~12月 9日(星期五)），且繳交之學分費不予退還。詳細規則

請參閱「學生選課辦法」，或洽詢進修部課務組。 

四、下學期第 1階段網路選課預計於 12月下旬開放，進修部課務組將於 12 月中發放下學期「選

課須知」，請協助提醒同學務必依規定時間進行網路加退選。在同學選課前，請先上網完成

本學期所有課程之「期末教學評量」。同學若遇選課相關問題時，請向各系系辦公室或課務

組詢問。 

五、證照輔導： 

（一）學校訂定有學生證照、競賽獎勵措施，相關獎勵辦法請同學參照「職涯發展輔導處－技

能檢定中心」之相關法規。 

（二）近期證照考試相關資訊請至本校「職涯發展輔導處－技能檢定中心」網頁查詢。 

學務組 

一、放在忠孝樓 2F的班級櫃中的各項通知與公告，其內容都是與同學權益相關的重要訊息，所

以請各班領取後務必宣導及公布，以免影響當事人的權益。 

二、「導生時間」每學期至少實施 4次，同時紀錄需上網填寫，由導師上網指定一位負責記錄的

同學，該同學可用自己的帳號、密碼，進入導生資源 e 化系統填寫『導生時間活動紀錄』，

全班同學也可進入系統中查閱此紀錄內容。 

三、請同學確實做好課後「一分鐘整潔運動」，維護良好的學習環境。 

四、請向同學宣導依「校園菸害防治法」規定，吸菸者請至吸菸區，且勿亂丟菸蒂；進修部吸

菸區位置在：誠信館及綜合大樓 (有畫黃線區塊)。 

五、請同學隨時留意 e-Portfolio上的缺曠紀錄，並依規定請假(曠課滿 45節者依規定予以退

學)，如有誤記，請儘早填寫「缺曠記錄更正申請表」並給任課老師簽名後，交至學務組更

正，避免期末時因缺曠太多而被『扣考』影響到個人權益。 

六、11 月 6日（星期日）為本校 52週年校慶，依慣例請新生班各班選派 15位代表（含導師）

參加，於當日指定時間至誠信館及綜合大樓前方草皮向本組負責師長報到，按時參加人員

會後給予嘉獎 2次（聯絡人小功乙次）之獎勵。 

七、近日發生同學因攜帶刺激性氣體瓶不慎外洩，影響班級上課。請同學勿攜帶相關物品到校，



若經發現將按校規處裡。 

八、請同學在校外須遵守法律，因為只要觸法的學生，教育部及學校均會收到司法機關協請輔

導的公函， 屆時違法者除須接受司法的判決，還要依校規接受懲處及輔導。 

九、已申請汽、機車停車證的同學，請將機車停車證”貼黏於機車車牌明顯處”，汽車停車證

放置於方向盤前擋風玻璃，學校會持續檢驗停車證。未申請停車證者，請勿將車停入停車

場，違反規定者將會被鎖車。 

十、致理科技大學進修部常用電話一覽表(如附表) 

 

参、建議與答覆： 

類

別 
項

次 
學生建議 行政單位答覆 後續處理情形 

課

程

及

教

學

問

題 
      
 

1 老師授課給分的標準不宜過

於寬鬆，不但讓無心上課混文

憑的同學，有投機取巧機會，

也會降低學校整體素質。(夜
日三 A) 

會辦通知三年級的所有任課老師，

督促學生認真學習，以維持應日系

的教育學習水平。 (應日系) 

謝謝同學的建議。學校多年來都提

醒老師實施適性教學，亦尊重老師

教學與評分方式。進修部會在教師

教學研討會中針對同學提出的建議

提醒授課老師。(課務組) 

應日系主任於

期中考後以各

別約談夜日三

A 四位任課老

師，請其加強教

學品質。 

2 上課同學太吵，嚴重影響想要

專心學習的同學，但有些老師

卻不制止。(夜英二 A) 

進修部在教師教學研討會中皆會提

醒老師注意上課秩序，建議同學可先

行跟授課老師反應此問題，亦請同學

提供課程名稱以利進修部協助提醒

老師。(課務組) 

12/5日詢問夜

英二 A班代，班

上上課秩序改

善有限，職將於

近期請各班班

代，針對班級上

課情形實施調

查，彙整後提供

各 系 參 考 改

進。 

3 依本班狀況，同學日文能力差

距太大，造成老師課程安排及

同學學習困擾，所以建議能力

分班可確實實施。(夜日三 A) 

因貴系各年級僅一個班級，因此要所

有課程均實施能力分班在執行上確

實有困難，所以目前僅能選定【日語

會話】這門重要課程實施，希望減輕

老師授課與同學學習之困擾。(課務

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4 多設系一年級課程以實作居

多，但部分同學高職並不是就

讀設計科系，所以建議老師能

增加美術設計等基礎理論之

相關課程(夜設一 A) 

本系將會與貴班任課老師溝通，要求

在授課時瞭解同學對課程吸收程

度，適時調整教學方式 (多設系) 

如業管單位說

明 



5 請行銷管理老師勿將私人情

緒帶到課堂上，另請老師使用

完教室資源(如課桌椅)，能督

導同學恢復原貌，因為學校課

後有整潔評分。(夜日二 A) 

將 約 談 該 授 課 教 師 ( 預 計 於

11/15(二))，請老師改善，並持續維

護教室清潔。(應日系) 

應日系主任已

於 11/15 日於

系辦公室約談

該科老師，請

其注意學生反

應問題，並予

以改善。 

12/5 日詢問

該班風紀股長

老師授課狀況

有改善。 

教

學

設

施

及

設

備

問

題 

6 語言教室 K61、K42 設備經常

故障，造成上課時需花費很多

時間在調整上。(夜英二 A) (夜
日二 A)。 

1.協助星期一晚上 K42 上課教師正

確使用語言教學設備。 

2.協助星期四晚上 K61 上課教師更

換至 K43教室上課(語言中心) 

K61 教室設備

已修復。 

7 E24 教室電腦講桌的 USB 槽

接觸不良。(夜行四 A)。 
已於 11/7日派人維修。(聯合服務中

心) 
已修復。 

8 E27教室有時候上課前，門還

是上鎖，致使同學無法進入

(夜行四 A)。 

因該教室為行管系專業教室，為維護

教室整潔及電腦設備，因此於課前

10 分鐘才會派人將門打開，造成同

學不便，請見諒。(行管系) 

如業管單位說

明 

詢問該班同學

狀況已改善。 

9 羽球課上課人數過多，致使場

地不足無法打球，另外上課時

因為防止吸菸區煙味飄進室

內而關門，但因為開冷氣，致

使室內悶熱空氣不流通。(夜
英二 A) 

1. 場地不足之問題已提案在誠信館

改建計畫中，另吸菸區衍生之問

題，本組已請軍訓室及學務組協

助督促，期望能有效改善相關煙

味之困擾。(體育組) 

2. 因考量進修部吸菸人數較多及同

學下課時間與上課地點等因素，

所以將吸菸區設於綜合大樓及誠

信館周邊，造成不便，敬請同學

見諒。(學務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校

園 
環

境

10 綜合大樓教室內聽不太到鐘

聲。(夜企一 A) 
已全面檢查綜合大樓各樓層鐘聲音

響。如有發生任何故障或問題，皆可

立即聯絡營繕組或至總務處修繕登

記系統報修，本組會立即派員維修，

謝謝。(總務處) 

12/5 日詢問多

位在綜合大樓

上課同學狀況

已獲改善。 

11 停車場靠全家便利商店入

口，常有機車違停擋住通

道。 

已於出口處張貼公告，自 11 月 11 日

起開始針對該處違規停放機車上

鎖。(總務處)  

如業管單位說

明 

12 經過誠信館及綜合大樓吸菸

區，常有學生越線抽菸。(夜
會二 A) 

學務組每日均派師長巡視校園實施

菸害防制宣導，本學期發現大多數同

學均能依規定於吸菸區抽菸，然每當

如業管單位說

明 



及

衛

生

問

題 

下課時，常因吸菸人數過多，造成吸

菸區壅塞，致使少數同學【偷懶】越

線抽菸，同學如有發現上述情形時，

請通知本組，以利派人勸離。(學務

組) 
13 B32 教室日間部學生上完課

常遺留很多垃圾在地面及抽

屜內。(夜會二 A) 

學務組會針對常遭同學反映髒亂之

教室實施課前檢查，另將班級反應或

課後檢查教室髒亂之情形拍照後，以

E-Mail 寄發日間班級導師、任課老

師暨生輔組，請上述師長協助勸導改

善。(學務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14 操場司令台上練舞的日間部

同學，音樂聲音量過大，往往

影響進修部上課。(夜英二 A) 

將請相關社團於司令台及操場活動

時，注意音量管制 (課指組) 。 
同學如發現室外活動音量影響上課

時，請聯絡軍訓室及學務組協助制止 
(學務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