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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105學年度「校長有約-同行致遠」會後書面意見彙整暨答覆 

時間：105年12月14日1530時至1720時    地點: (浩然圖書館 B1國際會議廳) 

題號 問題與建議 答覆意見及辦理情形 
1 今年來 AI 技術與機器人的發

展使資訊化產業越來越熱

門，校長也在講座中提到為

來是智慧化的時代。相對應

的，資訊安全也會越來越重

要，甚至關係到財產生命的

安全。然而關於資安方面的

課程，學校似乎沒有太重

視，是否可以加開相關課

程？（資工系0516224） 

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推廣教育課程部分，本校電機學

院、資訊學院、理學院、資訊服務中心

與推廣教育中心跨域攜手成立的亥客書

院，於2017年推出第一季推廣教育課

程將為資訊人員設計技術實務課程；包

含「因應攻擊之防禦決策與應變處

理」、「軟體脅迫、測試與除錯」、「基礎

網頁安全與滲透測試」及「虛擬化技術

及其資安應用」等多項課程。 
為便利在職人員進修，書院多於週

末開課，每門課程六小時，分上下午時

段提供不同講授主題及實驗內容，另外

提供政府機關與企業委託開設客製化實

務課程。書院招收學生及業界人士，學

員完成系列課程後將依階段獲得「白騎

士（初階）」、「銅騎士（中級）」、「銀騎

士（高階）」、「金騎士（最高階）」專業

證書。 
詳細課程介紹、課程費用以及報名

請洽：https://goo.gl/E2AHx6 
2 覺得很多人想聽，不用讓大

一去湊人數，導致位置不夠

（電工09：0510144） 

軍訓室： 
本次採「自由參加」，本校學生皆

可報名進行（校內公告網址：

https://goo.gl/1aza3z），未要求「大一」

一定要參加。位置部份，現場準備560
個座位（室內410張椅子；室外同步轉

播150張椅子），實到學生330員，座位

數量是足夠的。 
3 「會前書面資料」對於第13

題，我比較想知道的是為什

麼同時一定要五個向度都修

一定學分，既然通識課程已

經是本科系意外的知識，那

預期修了五種不同的，只是

略知一二，為何不能讓我們

只針對自己有興趣之一、二

個向度修滿畢業門檻呢？

（09管科：0513121） 

通識中心： 
五向度是知識廣度的設計，大學基

本學科知識分成五類並不多，希望同學

可以擁有最基本學科能力。各項度至少

一門課只是門檻，一門課2學分 x5向度

=10學分，剩下還有至少10學分讓同學

選擇有興趣或是想深入學習的課程，這

樣的設計經過校內外專家評審為合理

的。 

4 學生七舍共三層樓，但僅 住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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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樓有洗衣機跟晒衣

場，因此經常衣滿為患。在

此詢問在一樓後方草坪處，

搭建曬衣棚及放置洗衣機(像
清大男宿交清小徑那裏)的可

行性（運管系大三0313224） 

學生宿舍洗烘衣機設置，採住宿人

數計算後由事務組統一辦理場地出租作

業。目前洗烘衣機數量平均58.4人各設

置一台，七舍平均為49人使用一台。

在七舍後方草坪增設洗衣房其牽涉到校

園景觀、水源、電力、違建等問題，所

以可行性不高，謝謝同學建議。 
5 交大未來是否還是關注在如

何將資電類的科系作為發展

重點?若否,那麼校方會有什麼

具體作法針對其它現在較不

出名的校系?（土木09：

0511269） 

教務處： 
本處在補助各教學單位精進教學規

劃時，首先以學院的規模比例分配資

源，再以各學院、系、所配合學校推動

教學相關政策的積極度來增加經費補助

額度，並不會特別關注任何系所。 
另外，本校自2016年起積極推動

跨域學程，提供學生更多元學習機會。

學生若對其他領域有興趣，可以申請跨

域學程、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接

觸並學習更廣的知識。 
6 就學校修繕事務方面，眾所

皆知，交大是歷史悠久的學

校，設備維護上也是具有挑

戰的。但是，希望學校在修

繕的品質上能提升。以我所

住的12舍為例，有一沐浴水

龍頭，有漏水之情事，報修

之後雖有來修繕，但沒修

好，而同學就再度報修，自

此就不斷的重複報修、修不

好的循環。身為學生，我們

知道學校有經費上的考量，

但對於壞到不能再修的東西

應採取痛定思痛的態度，與

其不斷重複維修，不如讓外

面包商來修繕或直接更換新

品，不是陷入修不好再報修

的惡性循環，或以基金的方

式，準備一筆錢，一次修到

位，達到一個均質的服務水

準，擺脫效率不佳之惡名

（管科09；0513126） 

住服組： 
有關12舍沐浴水龍頭漏水乙案，

已更換處理完畢。本校住宿服務組網頁

設有修繕報修系統，如發現宿舍物品壞

損或需進行修繕相關問題，建請同學能

於第一時間內至系統報修，以提升宿舍

維修效率與品質。如發現修繕完成後，

仍有問題存在或尚未修好之案件，除上

網通報外，亦可至13舍管理室，或撥

打宿舍管理員值勤手機電話，通知管理

者至現場察看與處理。對於壞損或不堪

維修之設備，本組將逐一汰換，期能達

到均質之服務水準，謝謝同學的建議。 

7 品格教育跟環境教育不只是

在通識課程中，更應該落實

到學生生活中。（材料大一：

0511515） 

生活輔導組： 
品格教育與環境教育除在通識課程

中實施，過去曾經辦理「為臺南加

油！」關懷0206台南震災受災戶、救



3 
 

災人員及台南市府工作團隊，讓同學能

夠學習關懷、尊重環境；也多次辦理

「友善校園」等活動，如校園ＮＢＡ、

反毒宣言、來唱家鄉歌等，皆透由學生

參與活動的過程，體認尊重多元族群、

種族、國家，建立友善校園環境，提倡

從事正常休閒活動，遠離毒品危害，均

期使同學在各項活動中，培養良善品

格，愛惜尊重環境。未來，將賡續辦理

相關活動，俾使同學在生活中培養品

格、落實環境教育。 
8 感謝各單位.師長對於學生權

益的重視以及為交大更佳美

好未來而進行的各項努力，

在這次會議中有充分感受到

～：）希望能延續這種氛

圍！一起努力（管科09：

0513144） 

軍訓室： 
活動由於校長的支持、學務處的指

導、各處、館、室、中心的努力，以及

同學們配合，方能完成座談任務，感謝

同學們的支持，我們會更努力。 

9 二路公車末班車時間非學校

回應的晚上九點，而是更早

的：火車站開19：15（假日

前 夕 19 ： 30 ）（ 管 科 09 ：

0513144） 

事務組： 
二路公車末班車時間火車站開

19：15（假日前夕19：30）發車經本

組多次協商新竹客運，其答覆因人力、

成本等考量，無法再增開班次延長服

務，逾時請本校師生改搭1號公車至過

溝站（中油加油站旁）下車再步行至

校。 
10  

 
1.24小時讀書區蚊子數量過多

（管科09：0513134） 
 
 
 
 
 
 
 
 
8.圖書館二樓外面飲食區座椅

過髒希望能有因應措施（管

科09：0513134） 

圖書館： 
回應： 

1、(1)本館已於11/13日進行病媒蚊蟲

消毒作業，施作範圍包含圖書館戶

外草坪及水溝。(2)24K 自修室目前

有設置2台捕蚊燈。此外，也將請

清潔人員確實巡視檢查室內外可能

積水的容器，加強蚊蟲孳生源的清

除工作。(3)日後會不定期的加強

病媒蚊蟲消毒作業，以澈底清除蚊

蟲的孳生環境。 

 

2、2樓飲食區之座椅本館將加強清潔。 
 

11 2.希望提供 coursera Moocs 等
線 上 平 台 的 證 書 學 分 轉 換

（如果可以提供上課費用補

問題2： 
通識中心： 

2. 目前本校學分認定是依照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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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3.承認它系選修可作為為通識

規定，所以各校間可以互抵學分，而線

上課程則也是按教育部遠距課程實施辦

法。外校遠距課程如要採計為通識課，

和一般課程一樣，必須滿18小時承認

為一學分，且必須有時體面授課（包含

考試）。 
高等教育資源研究中心： 

此問題要問的內容不夠明確，猜測

可能是這位同學在國外 Coursera 這類

的 MOOC 平台上選修了一些 MOOC 課

程，取得了通過證書，希望可以用其中

某些 MOOC 通過證書在本校獲得學分

承認，本校是否願意這樣做主要應該是

教務處及各學系（包括通識中心）討論

後決定。 
但基於 HERO 中心對 MOOC 的了

解，認為目前確有不易執行之處，一

是：多數 MOOC 課程並非針對學分課

程設計，各學系（包括通識中心）不易

認定學分，二是：純 MOOC 課程的測

驗均為在線上進行，其公信力易受質

疑。 
目前國外有學校利用 MOOC 課程

給予學分的案例（例如美國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在 edX 平台上提供可以

給予學分的 MOOC 課程），但僅限於該

校自己提供的特定課程。交大也有在

ewant 平台上提供跨校通識教育課程給

國內各校選為通識教育學分，但這些課

程都有針對學分需求做過特殊設計（例

如還有提供各選修學校面授及線下考試

的服務），與國外平台純 MOOC 的情況

不同。 
教務處： 

依本校既有辦法暫無法將 coursera
或 edx 課程列為正式課程，授予學分。 

目前執行難處以及困難包括： 
無相關課程檢核機制、線上測驗之

公信力易受質疑等。 
因此有許多執行環節需要再研議。

我們將與系所一同討論相關事宜並進行

可行性評估。 
 
問題3，通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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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分總畢業學分固定或

減少 
 
 
 
 
 
 
4.希望提供第二外語（如德

文）的線上課程於 ocw 
 
 
 
5.希望每門課程每學期都能提

供線上課程以供選課（如莊

重老師線上微積分兩星期出

席一次課堂小考） 
（管科09：0513134） 

3.目前採計為通識課的他院課程已

列出許多門，原因是符合教育部的通識

理念。所謂通識理念不只在於知識的深

度，還需包含與社會、國際的連結，人

我關係探索，甚至是倫理道德批判等。

能夠採計為通識學分的課程需符合通識

理念，才名為通識課。 
 
問題4、5教務處開放教育推動中心： 

4.本中心將會積極和語言教學與研

究中心聯繫，徵詢授課教師意願。老師

願意錄製與開放，開放式課程都會協助

錄製並提供課程予同學學習。 
5.線上課程的開課需由院系所核

決，並且授課老師願意主導進行。開放

式課程(OCW)很樂意為老師錄製課程並

開放給更多人學習，也很樂意讓老師將

錄製完的課程進行更多元的應用。 
12 6.runway 早餐能以39元以下

的食物作為換取而不是“39
套餐”（管科09：0513134） 

衛保組： 
RUNWAY 運動吃早餐，旨在鼓勵全

校教職員工生多運動及吃早餐的好習

慣，經費由電物 RUNWAY 團隊自籌，

立意良善，同學意見會與電物 RUNWAY
團隊討論，隔年與廠商簽約時，請廠商

給予更多選擇。 
13 7.段考周仍能設置關燈時間 

以原樣或往後推遲為主而不

是完全取消 
9.12舍的自習室的座椅過高期

望在預算許可的情形下更換 
（管科09：0513134） 
 

住服組： 
1. 依據住宿輔導辦法第五條第三款有關

宿舍安寧之規定：各宿舍（寢室）晚

上十二點由管理員（宿舍長）熄大

燈。茲因考量期中、期末考週，同學

閱讀之需求，於考試週不息大燈已行

之有年，且為宿舍文化一部份。本組

將與宿舍委員代表討論研擬是否有修

正之必要性。 

2. 有關學生宿舍讀書室座椅乃依大眾化

一般標準尺寸訂購，在經費許可下本

組會再進行評估。謝謝同學建議。 

14 10.希望除了和勤講堂外的空

間仍能提供數個更好的討論

空間或是直接就活中以及各

社的交誼廳進行更新（管科

09：0513134） 

管理學院： 
管院所屬講堂外的空間，目前在不

影響消防安全的考量是開放學生使用。

活動中心及各社的交誼廳應為全校性考

量，管理學院不是管理單位無法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