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理科技大學進修部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師生意見交流」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5月 16日（星期三）18：40-19：50                 地點：C36教室 

主席：蔡殿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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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出缺勤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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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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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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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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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 

（一）超修：同學若上學期學業平均達 80分以上，即可申請超修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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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同學入學後，若發現所選讀的科系與自己的興趣不符，可提出「轉系」申請，並可申請跨

部轉系。相關日程與規定請依當學期公告為準。 

 

課務組 

一、「停修」申請相關規定： 

(一)申請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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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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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4日(星期一)~5

月 25日(星期五)）。 

(三)停修後之修讀總學分數不得低於學則規定之當學期最低修習學分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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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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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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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洽

詢進修部課務組。 

三、106學年度暑修課程預計於 5月下旬公告於「學生選課系統」。相關問題請洽詢進修部課務

組。 

四、下學期第 1階段網路選課預計於 6月初開放，進修部課務組將於 5月下旬發放下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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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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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競賽相關獎勵辦法：請至本校「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技能檢定中心」之「相

關法規資料」網頁中查詢(http://tc100.chihlee.edu.tw/files/14-1010-40952,r9-1.p

hp）。 

 (二)近期證照考試相關資訊：請至本校「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技能檢定中心」之「證照考

試」網頁中查詢(http:// tc100.chihlee.edu.tw/files/14-1010-38951,r9-1.php）。 

學務組： 

一、每學期期末考前，常有同學因「扣考」，頻頻要求任課教師簽證「缺曠紀錄更正申請表」，

造成老師及行政單位困擾，所以再次申明，若因任課老師點名誤記而造成曠課者，請務必

於考勤公佈表發布後二週內(含公告當週)提出缺礦紀錄更正申請，如有特殊情形，請向學

務組承辦老師說明及請求協助。 

二、同學如在校內發生任何危安事故，請即時向教官室（分機 1212）或學務組（分機 1207）反

映，避免延誤處理時效。 

三、請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勿在網路下載及公布，未經授權之影片或照片，避免觸法。 

四、「停車證」辦理：需要停車但尚未辦理停車證的同學，請儘速至總務組辦理。學校已於 3月

12日起，依停車場管理辦法，針對未張貼(懸掛)停車證之車輛予以鎖車。 

五、106學年度【班級福利金】已核定，班代領取之款項務必公告讓全班知曉。 

六、請同學騎車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尤其上下學時段交通擁擠，更應注意路況，以防止

各種交通意外發生；另請同學騎車進出地下停車場時減速慢行，離校欲【右轉】時請提早

打方向燈，以免發生危險。。 

七、畢業班週會注意事項。 

八、畢業典禮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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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許多進修課程安排似乎

比較針對日間部設計(如磨課

師)，是否爾後在安排課程時

也可考慮進修部學生。(夜日

一 A) 

磨課師課程為線上自我學習課程，

歡迎進修部同學報名選讀。另為方

便進修部同學之學習，自 107 學年

度起，各系申請遠距教學課程，以

申請進修部開課為主，開設日間部

遠距課程，如進修部有相同課程名

稱者，亦須於進修部開課。【數位教

學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2 新生對數位學院使用方式並

不清楚，是否可加強這方面

說明(夜日一 A) 

同學可從數位學院之最新消息與常

見問題中，查詢數位學院各項使用

功能介紹。未來亦將請導師或電腦

授課教師多加宣導，讓同學更加了

解數位學院之操作。 

如業管單位說

明 

3 因進修部同學白天都有工

作，下班時間常常不能準

時，希望老師點名時間可否

晚一點，避免同學為趕來上

課而發生意外。(夜金二 B) 

因老師點名為其授課的權責，行政

單位無法硬性規定老師點名時間，

建議學期上課開始同學可主動與老

師溝通協調，另進修部會利用期初

教學研討會時，請老師體諒進修部

同學工作學習的特殊狀況。【學務

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4 老師會要求同學用證照來換

取分數，造成同學困擾，希

望學校能協助處理。(夜行四

A) 

此事於期中考前已和授課老師溝

通，該名老師表示是以鼓勵學生考

取證照為出發點。經溝通後，老師

表示已調整評分方式。【行管系】 

 

如業管單位說

明 

5 選修課【溝通技巧與商業談

判】授課朱老師，授課方式

不當，已造成學生身心傷

害，煩請學校協助處理(夜行

四 A) 

該名投訴學生所擔心之問題，本系

已委請班導師協助予以關心，並進

行適當之處理。【行管系】 

如業管單位說

明 

6 因為大多數同學均無英文底

子，建議財金系大三英文課

可否由必修改為選修。(夜金

二 B) 

將提下次系課程委員會討論，並將

結果告知同學。【財金系】 

如業管單位說

明 

7 因大二懷孕有一學期體育課

未修，大三又懷孕，請問要

補修體育學分，有沒有適合

課程可選擇。 

同學您好，體育組有開設適應體育

班，可以解決您的煩惱，請您留下

聯絡方式或 E-mail 到體育組信箱

(c203@mail.chihlee.edu.tw)，體育組

的董老師會主動與您聯繫。【體育

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教

學

設

備

問

題 

8 羽球課因誠信館常有活動，

所以課程常改為跑 800M、仰

臥起坐等訓練，因設備不足

(如沒有軟墊)，造成有些同學

因此受傷。(夜英二 A) 

轉知授課教師，可選擇到設有軟墊

的有氧舞蹈教室或國標教室，實施

體適能檢測，以避免此類情形。【體

育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校

園 

環

境

及

衛

生

問

題 

9 B14 教室週一及周二日間部

學生上完課常遺留很多垃

圾。(夜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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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進修部上課時，操場常有活

動，聲音過大影響本班上課

(因班上有特殊學生不能關

門，請協助改進。 

班級若因校園活動音量過大請來電

告知本組或軍訓室，將派人協助處

理，另進修部主任及本組每日巡視

校園，若發現活動音量過大時，亦

會主動要求活動單位降低音量，以

免干擾進修部同學上課。【學務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11 仁愛樓 2、3樓女廁味道很

臭，希望能改善。(夜行二

A)(夜金一 A) 

 

1.有關廁所的臭味，總務處派員現場

查勘（5 月 23 日 17：30），並詢問

了同學，均反映尚可，現場沒有想

像中的髒與臭。 

2.經判，之所以有臭味，大部分是有

同學大號沒對準弄髒了，卻無立即

清理，以致污穢了整間廁所。 

3.總務處會張貼公告，請同學幫忙，

如發現廁所髒了，請立即以通聯電

話聯絡(日間事務組分機 1217、夜

間總務組 1317)，我們會立即處理，

避免氣味髒污了整間廁所。【事務

組】 

1.如業管單位

說明 

2.學務組於

5/21至 5/24

派人至現場

觀察，狀況已

改善 

12 停車場出口週六僅留一個車

道，學生上下課會車時易發

生危險，建議改善。(夜資一

A) 

1.週六進修部課程進行中，車道不

應限制，已要求後哨警衛同仁注意。 

2.持續關注中【事務組】 

1.如業管單位

說明 

2.學務組將請

週六值班同

仁持續關注。 

其

他 

13 學生上網提供個人金融機構

帳戶要如何變更。 

已確認之銀行帳戶資料需要變更

時，請撥打管理資訊組分機 1584，

將協助開放重新填寫資料，並請上

傳存摺有帳號封面。【出納組】 

如業管單位說

明 

14 Google 教育帳號何時可啟

用。 (夜日一 A) 

經詢問圖資處，目前在測試中，下

學期將會公告申請辦法 

如業管單位說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