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與各系教師座談
系所共通性意見及各單位答覆情形
系所教師建議
電物系：

答覆單位

答覆情形

通識中心

一、 通識中心課程開課時段，是由各

建議通識課程排課時間可提

院整合所屬科系專業科目的排課

早，避免系所課程排完後，

時間後，才以院為單位安排通識

通識課程難以排入。

課程的上課時段（一至三年級）
，
皆為全校通識固定時段，倘若對
於通識時間有任何意見，可請
貴系、院提出，經過貴院統整，
完成相關行政程序之後，通識中
心會依據新的時段安排通識課
程。
二、 通識課程的開排課流程基本分為
三階段：第一，開學的第二周(每
年 3 月、10 月)會先調查各院系的
新開課程及不承認課程；第二，
召開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每年
4 月、11 月)，以確定新開課程和
每學年度的不承認課程；第三，
根據各院的時段人數和所需開課
量發開排課通知(每年 4 月、11 月
上旬)，各系就可開始排課。
三、 由於通識課程排課必須進行各種
調查與會議相關作業，所以排課
時間有一定的時程，如需要提早
排課，各院系則應即時召開課程
審議相關會議。

機能系：

研發處

一、 有關本校教師職涯歷程檔案之程

本校行政資訊化已實施多

式資料庫維護與管理係教學發展

年，但是每次交資料要重覆

中心業管，本處之權限僅限於查

請教師再填答，且研發資料

詢及彙整。貴院所提建議建請彙

庫與教師教學歷程檔案等系

辦教學發展中心。

統未整合，教師需要進不同

二、 「教師研究計畫管理系統」已與

系統去維護

校務系統整合，研究計畫可於系
統查詢。
教發中心

一、 教師職涯歷程檔案之研究成果資
料會自行連結「研究成果相關作
業」
，二者乃相同系統，並不需要
重覆維護。
二、 請研發處將所需要查詢與彙整之
欄位資料提供予本中心，以俾填
寫新增程式修改單，委請電算中
心配合修訂。

電算中心

各單位業務如須本中心配合修改程
式，請提程式修改單，以配合辦理。

機能系：

教務處

本校經校外委員建議，修讀第二專長至

以工程背景，修習 128 學分

為重要，爰自 99 學年度起，各學系(獸

畢業是否足夠？128 學分要

醫系及師資培育學系除外)同步降低畢

將學生教育的很紮實都很難

業學分至 128，並承認外系選修至少 15

了，何況要雙主修或 1 主 1

學分，以增加學生跨領域學習之可行

副修，與其推雙主修或 1 主 1

性。 實施多年後，若院系仍對畢業學

副，不如提高畢業學分數在

分認為有討論空間，可以提案方式提至

課程上讓學生學得更紮實。

相關會議討論。

其他學校生機系或機械系都
要 140 學分。

機能系：

學務處

賃居生租屋處各項安全調查表增列家

賃居訪查要求要拍照，這讓

長簽名欄，評估可行性後，將於下學期

房東及學生再次認識環境安

實施。

不安全，此立意不錯，但建
議要將家長的角色納入。現
在要學生自評租屋狀況，要
老師簽名，卻有家長對子女
的租屋處都沒去過。
資工系：

教務處

關於本校大學排名查無相關資料。

其他學校的大樓可見到大型
看板或宣傳物，寫著「本院
進入世界百大」文字等，讓
人對其院、系有憧憬及目
標。另外，大學排名，發現
某些私立學校也在世界排名
的五百大或千大之中，而嘉
大並不在名單裡面，請問本
校是否有申請？
應化系：

電算中心

一、 由於建構全校無線網路所需經費

建議學校能優先考量建構全

甚龐大，因此目前採分年持續佈

校無線網路，因教師上課會

建的方式進行。電算中心也將建

用到網路上的課程教材。

構無線網路列為優先工作項目之
一，在支付各項例行開銷後，每
年以至少建構一棟建築的無線網
路為目標。
二、 無線網路本質上即有連接數的限
制，多人分享頻寬導致速度較慢
等問題，因此建議教師上課仍應
使用穩定性較高的有線網路上

綱，以兔影響教學品質。
應化系：

電算中心

有關「將 Wi -Fi 設計為專屬教師教學使

建議 Wi-Fi 設計為專屬教師

用，以免網路塞車」之建議，由於無線

教學使用，以免網路塞車。

網路是由學校經費及學生所繳交的網
路費等經費共同建設而成，且本校也參
加教育部「無線網路漫遊」與它校互
惠，互相提供參與學校的師生無線土網
服務，因此不宜設計為限定專屬教師使
用。 貴單位若有需要專屬無線網路亦
可自行建置，電算中心願提供技術建議
及協助。

應化系：

教務處

「最低錄取學測分數」係指大學甄選入

本校大學部招生對外提供的

學委員會所公告通過第一階段通過篩

資訊是「最低錄取學測分

選倍率。黃師建議提供平均值或標準

數」
，建議提供平均值或標準

差，本組將建議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提

差，此對系所選才會較有幫

供。

助，也不會讓部份分數落於
最低分邊緣的考生不敢提出
申請。
應化系：

總務處

上課有搬運車的聲音，聲音

擬要求相關人員於上課時間搬運車行
駛路線儘量遠離上課區域。

很吵影響上課，建議改善。

環安中心

擬要求相關人員儘量遠離上課區域。

土木系：

教發中心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於 102 年 10 月 8 日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經常修正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其修正內容並無刪

變更，原已免受評的教師，

減擔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每

因變更後又要再受評。

年一件以上者，得免一次接受評鑑條
文，本校教師免接受評鑑資格乃依據教
師評鑑辦法第四條，相關辦法如附件
一。

土木系：

研發處

一、 計畫配合款補助乙案，校統款補

學校計畫配合款補助規定不

助原則係依「100 學年度第 6 次行

公平，教育部計畫僅補助有

政會議」及「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規定要配合款的計畫，對委

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會議」決

託計畫或沒有規定要補助的

議：

計畫不予補助，教師若要申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設備費補助。

請學校計畫配合款需要修改

2.教育部、農委會及其他行政院所屬
單位計畫配合款。

契約書。學校鼓勵教師申請
計畫，卻對配合款補助規定

3.計畫書內需載明有學校配合款補
助，且配合款額度請依學校規定比

有分別性。

率辦理。
二、 陳老師所提計畫為「委辦計畫」
，
無要求學校需提供依訂額度配合
款，於學審會時決議不送統籌款
會議。為鼓勵教師申請計畫，對
於老師所提建議，本處將於相關
會議提案討論。
土木系：
有關升等問題：
（一）院升等
辦法修正後立即適用，過於

理工學院

一、 升等辦法修正，以後升等資料將
修正於每年 6 月 10 日前繳交；人
事室表示：法規修正後不馬上適
用，會先公告並於隔年再實施。

倉促，讓老師因應不及；
（二）
升等應繳交文件、如何審
核，沒有一致規定，各院作
法也不一致，建議明確列
出，以利教師遵循；
（三）研
討會發表論文要提出如大會
名牌等佐證資料，老師是否
確實出席會議是老師個人行
為，名牌無法證明是否出

二、 有關升等應繳交文件資料，已請
陳特助建立升等 SOP，系、院應
繳交表格及資料會詳細列出，發
給各系。
三、 有 關 研 討 會 發 表 論 文 需 提 供 照
片、名牌等情形，經詢問他院作
法，表示有其必要性。本院今年
升等無此情事發生，升等審查是
委員會審定，此問題會在教評會

再討論。

席。建議所需繳交資料應事
先公告，以利教師準備。
電機系：
本校有辦理教師健康檢查？

人事室

一、建康檢查補助規定如下：
1.對象：編制內 40 歲以上公教人員
及駐衛警察。
2.次數及金額：每 2 年檢查 1 次，每
次 3,500 元為限。
3.覈實給予公假 1 天。
二、另提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2013-2014「健康 99-全國公教特惠
健檢」方案，有關本方案及特約院
所相關資訊，請逕至公務服利e化平
台的網
址：https://eserver.dgpa.gov.tw)網站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