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學106學年度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會場提問暨答覆情形
時間：106 年 9 月 5 日 1340 時至 1540 時

題號
1

地點: 資訊館二樓國際會議廳

問題與建議

答覆意見及辦理情形

土木工程學系家長 請教兩個
問題，選課時間比其他學校來
得晚，為什麼比其他學校來得
晚? 因為不知道必修課是那
些老師，也攸關使用教科書的
問題? 關於新生在圖書館的
使用，是否不能借書? 因為圖
書館說還沒有學生證無法借
書，能否辦理臨時借書卡?

盧鴻興教務長 基本上選課上都有兩個階
段，第一階段初步先選，學生也可以聽聽
看老師喜不喜歡、考慮是否要選，自由判
斷去留，各大學也都一樣，家長不需要擔
心。
課務組補充：
本校歷年來的「新生選課初選」均安排
在新生入學輔導期間，其優點：
1.若有選課問題得以互相討論：學生若有
選課的問題，暑假時間可能不易找到老
師，也沒辦法找學長姐請教，也無同學
們可以討論。9 月有新生入學輔導，若
有選課相關問題，可以一併來學校詢
問，亦可以直接找開課系所或課務組。
2.網路問題：少數家裡沒網路，並且學校
網路速度快。
3.學籍資料更完整：部份系所會幫學生做
預選，8 月中旬學生資料仍有變化，很
多同學辦理保留學籍、休退學，研究所
學生有遞補生。
4.緊接開學後之加退選：若學生對初選不
滿意，下週馬上就有開學後之加退選，
可聽課後再加退選。學生可以好好放暑
假，充實各類知識。
袁賢銘圖書館館長 目前大學部的新生資
料已轉入圖書館的自動化系統中，因此，
新生在領到學生證之前，若有借書的需
求，可至圖書館流通櫃枱領取臨時條碼，
辦理臨時借書。
步驟:
1.臨櫃。
2.新生報出學號,館員核對自動化系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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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檔。
3.新生出示有照片的證件+入學通知書。
4.館員確認為新生本人無誤後,印出臨時
條碼貼在有照片的證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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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系家長 還沒有進學校之
前透過很多媒體知道交大的
學風還有企圖心知道學生修
習其他跨領域的機會很多，但
是發現系上把很多課都綁死
了，比如說計算機概論可能很
多科系都有開，但是學生沒有
選擇的機會，就是固定老師，
整個給我們感覺就是想要到
外系去修很多不一樣的東
西，但是真正課表出來之後，
發現想要修的外系的課跟系
上的課都是衝堂，所以覺得好
像在學習上沒有想像中的有
自由度。

盧鴻興教務長 基本上就是大一的課會先
安排必修課，其他時間就可以選修很多外
系的課。大一通常會比較緊一點，到了高
年級就會比較放鬆。
工學院陳慶耀副院長 就計算機概論這門
課，雖然每個系開出來的課程名稱是一
樣，但是還是會根據各系有所調整，在內
容的部分還有機房設備的部分都會不同，
上機的部分、機房時間跟教室分配還是會
有比較多限制，就一年級的部分可能土木
系還是會有他們不一樣的需求，我們會要
求授課老師要著重在某些部分，也是專業
上的問題，也會在機房、電腦教室跟使用
時間上有所考量，如果有興趣往其他部分
走的話其實交大的課很多有很多選擇的部
分。
張懋中校長 交大是跨域的，可以有跨域專
長的學習。
盧鴻興教務長 有興趣的話也是可以修其
它系所的課做為第二專長或跨域專長，像
是交大理學院的電子物理、工學院的材
料、跟光電組成一個跨領域的三一學程。
學校也有 200 多個開放性課程，裏面也有
學習資源。
教發中心補充：
為鼓勵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協助學生拓
展第二專長，本校在不延長修業年限與大
幅增加修課學分數的原則之下，自 105 學
年度開始推動「NCTUx 跨域學程」
，目前跨
域學程共有 21 個教學單位參與，並提供
30 類跨域學程模組課程，推動的跨域專長
涵蓋「電機」、「資訊」、「理」、「工」、「生
物科技」、「管理」、「人文社會」、「客家文
化」、「科技法律」各層面，106 學年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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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整合相關系院的師資及資源，設
置橫跨理學院、工學院和電機學院的「三
一學程」
。相關申請資訊皆會公布在跨域學
程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歡迎同學踴躍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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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家長 選進電子系聽說
未來會變成大電機系，請問這
個系所未來的資源跟電機相
關的整合? 還有各系所的發
展有沒有什麼調整?

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 當初目的是從學生
有寬廣多元化的學習，未來在大電機底下
會有 10 學程選擇，畢業的時候可以選 2‐3
個，師資會從 60 幾位變成 120 位，會更
多學習資源、更多學習的機會。貴子弟如
果有興趣走電子領域，絕對會保留原來電
子系的特色跟相關課程豐富度，不會因為
整合之後在學習上有減少。
張懋中校長 整合是為了未來，將來是智慧
或智能的世界，我們為了迎接未來的
intelligence，我們需要先準備好，迎接智
能的這塊進來，我們是設計課程給學生 10
年~20 年之後能夠成功，絕對是深思熟慮
之後才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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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財系家長 舊腳踏車的認購
跟認領實際時程，還有修車的
部分，據我所知修車的地方只
有一個，如果可以把時程往前
提也許可以多一點幫助? 不
是每個家長都有車，如果可以
在新生日協助接駁學生進學
校宿舍會更好。

楊黎熙副總務長 腳踏車滿多的，有些真的
破舊，但是我們要公告，所以 9 月的時候
就會進行回收，會做基本的維修再發還，
我們會在 10 月份的時候公告第一波來認
領，公告沒有人認領的時候我們會進行拖
吊，那在學校內如果真的有腳踏車需求的
話我們有 ubike，一站在門口、一站在女二
舍門口。舊腳踏車的部分 10 月初就會有
公告認領，因為都是破損的所以修車的部
分顯然也是很重要，那在校門口只有一
家，但是比較多是在清大那裏。因為交大
不像清大在省道邊，但是我們有校車跟 2
號公車跟小紅八，因為學校車輛不多所以
可能還是要看看有沒有公共運輸進來，或
自己開車，前 30 分鐘進來是免費。
張懋中校長 除了新竹市公車還有新竹縣
公車，園區公車也很方便，甚至從我們學
校到其它學校，清華中央跟陽明等等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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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方便。
陳俊勳副校長 我們可能要再跟學生會協
調是否有辦法增加班次。校車有到高鐵，
時間表在事務組的網站，那假如是台鐵的
話就是 2 號公車可以直接到校門口或是坐
到清華，建議學務處跟學生會再協調一
下，看看將來是否有辦法幫忙一下。
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 如果我是家長的話
我們可能也不知道哪裡找，我們可以告訴
大家可能從哪裡來，北中南到新竹的接駁
整合，或者可以去哪裡找什麼公車或什麼
服務。
張懋中校長 總務處研究處理一下，交通大
學交通部分真的需要規劃一下。
黃美鈴學務長 我們之後新生的部分可能
要在整合一下交通，再給學生跟家長
陳俊勳副校長 我們會請事務組再協助一
下，那校車的部分可能也無法採購，校車
都是校友捐贈，那是因為有開到客家學院
跟博愛校區才能延伸，因為規定的校車只
能在校區裡面。那我們科學園區也有派免
費的車派到校內來，外籍學生很常使用，
除了公車要錢之外校車跟園區巴士都不用
錢。
盧鴻興教務長 行動交大 APP 可以抓你的
位置，就可以知道哪裡可以坐公車，解決
部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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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交通尤其是機車的
部分，學校是如何管理騎機車
的安全問題，甚至在外面的騎
腳踏車問題，如何協助學生關
於騎機車的部分?

張懋中校長 我們會督促學生安全帽的部
分，因為騎機車常常會造成不必要的傷
亡，我們去年的確有一位同學跟外籍生因
為騎機車發生不幸的事故，盡量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為主，為安全考量，目前校園是
不准摩托車的，是從學校邊緣的車道，騎
到一定的地方停放，建議學生把騎機車的
需要減到最低，多搭乘交通運輸工具，也
在快到放假的時候對同學進行提醒，通常
是要放假的時候這些相關的事故會發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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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
王先正總教官 交通安全的部份會定期辦
理宣導，尤其發生意外的時候會即刻進行
宣導，第二我們外環道的部分會幫學生做
區隔，第三，一年級是無法申請車證，一
年級可能剛考上駕照成熟度不夠，所以二
年級之後才能進行機車的車證申請。再來
有運管系，老師都是非常專業，會由老師
做有關的宣導，如果可以的話就是希望學
生不要有跨區的騎乘，比如說新竹騎到苗
栗之類，這些是過去的案例裡面發生過，
我們每學期生輔組也會在家長聯繫函裡面
跟家長做提醒，如果路途遙遠就盡量不要
騎乘機車，搭乘交通運輸工具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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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新生訓練有沒有將過去的 張懋中校長 有，每個案例都經過仔細地進
交通案例進行說明?
行討論。

7

電機系 選課問題從 4‐6 日，好 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 我們現在有 10 個學
像是要進行抽籤，我就有疑慮 程讓同學選，不可能說今天很多人我就弄
是說如果沒有選上該怎麼辦? 了兩班，還是有先來後到，同學選學程的
部分，大一老師就會輔導，到了大二大三
學程的課越來越多，也不見得需要先從 A
到 B，也可以先從 B 到 A，有專任老師為
大家開課，我們也跟系主任說明，如果有
事情也可以跟系上做聯絡。
張懋中校長 很多事情可以跟系辦聯絡，年
青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找爸媽，想辦法自
己解決。
黃美鈴學務長 剛剛有講到是青年人、大
人，家長的關切我們都會理解，他們現在
進到宿舍之後都有宿舍助教，幫助他們適
應新的環境，我們也特別說明我們諮商中
心，如果心理健康各方面或是有適應的問
題，各系都有專屬的諮商師，另外教官室
也是 24 小時，校內的專線是 31339，線都
是通的，可以處理貴子弟的突發事情，另
外交大特別的是新生入門這塊是有導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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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時間，在大一的時候可以透過導師時
間，也會在那個時段有講座例如張忠謀或
施振榮等等來演講，老師也會有特別的約
談或是活動，也在這邊呼籲跟子弟之間必
要的關心還是很重要，如果孩子有困擾的
時候需要告訴學校的老師，或諮商老師，
希望這個安全網是一個網一個網撒，希望
他們不會墜落的，在學業還有各方面希望
他們有所成長。
若孩子一天早上打了三四次電話給家長，
請幫忙學校警覺，如果有發現任何奇怪的
地方或是蹊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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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家長 下午專程來，禮
拜五還有系上的說明會，但禮
拜五當天沒有停車優惠，只有
今天有，我覺得不是很貼心，
希望說明會能辦在同一天。另
外，我想問的是通識的問題，
因為學測的孩子暑假沒事我
們就鼓勵他先修，但是大一上
的必修還是要 14 學分，造成
選了先修好像有點變成懲
罰，變成又要找課來修，但是
大一不能選什麼系上專業學
程因為你其實什麼都不會，那
有一些跨系的可能又衝堂，剩
下通識可以依賴，那通識也有
可能都剩下個位數，也有可能
許的願都沒有到，外語抵免的
部分，也是語言中心好像要開
學後才會公布是否有辦法抵
免，所以那個時段也不能選其
他課，大部分學校都有上限學
分，好像只有交大有下限，可
能下限 14 學分對學生來說會
有困擾

盧鴻興教務長 通識的學分除了通識中心
開的課之外，其它學院開的基礎入門課也
都可以當通識學分，可選的課相當的多。
語言中心回覆如下：
外語抵免規定皆依照外語修習辦法，並於
開學第一週辦理，抵免審核後會在選課期
間公布，讓學生可以在加退選期間處理選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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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通識課是三門一定可以
選到兩門嗎?

通識中心陳仁姮主任 學校規定通識最多
選兩門，僅限於網路系統選課，此為確保
選課公平性。第三門以上通識由人工加
選，只要老師同意就可以選第三門以上。
另補充班級人數已滿的問題。開放通識學
分的課程有超過 200 門，開學為期兩週的
加退選選期間可再選課。並非只有通識中
心的課才認列為通識課，其他教學單位開
放的課也可以選。目前光通識中心的課還
有八成以上未滿，另還有 100 多門非通識
中心的課可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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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跨院的部分是否有不承認
的通識課?

盧鴻興教務長 跨院的通識課程還要等各
院的課程委員會進行修改，會請各學院去
看相關的通識課程。學校的其它通識課程
還有很多可以讓學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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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家長 電子跟電機合併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電子系
將走入歷史，相當難過，還有
電子系傑出校友提供的獎學
金是要提供給電子系的學
生，但是合併之後的學生畢業
變成電機系，是不是對這屆學
生比較不利?

張懋中校長 我們系的英文就是電子與電
機工程學系，中文的部分叫電機系只是減
少 confusion，只是簡稱而已，電機跟電子
系內涵有 80‐90%是一樣的，真正的原因就
是如此。
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 進到交大就是我們
的子弟，比如現在進入電子工程學系，當
初對貴子弟的承諾跟獎學金不會因為我們
的整併動作而對這些權益有所損失，只會
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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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系家長 交通問題，周一
到周五都很方便，有園區的車
跟校車，當時申請入學的時候
收到冊子對交通也有說明，問
題是在於高鐵，在週末的時候
這些方便的交通設備就比較
沒有，我們就比較擔憂在周末
晚上回到高鐵的話，要怎麼
辦? 希望說學校是不是有可
能禮拜天的晚上有高鐵到校
區的公車? 因為過溝真的很

楊黎熙副總務長 上學期開始有同學反應
周末搭公車可能會搭不上或是有困擾，所
以會來回火車站的部分會有加開，可是搭
的人真的是很少，加開的班次有時候學生
自主意識比較高，很難掌控人數，那高鐵
的部分是沒有加開，這部份我們可以針對
這部分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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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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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新竹站的交通比較亂，也 張懋中校長 也許可以跟市政府再多做一
許可以到新莊站或千甲站接
點協調。
駁，也許可以在交通上有多一
點的選擇，或是請公車加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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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家長 聽到要成立機器
人中心，想請問電子電機要合
併，在 AI 還有機器人部分也是
很重視，不曉得對校級中心的
機器人中心部分是如何?

張懋中校長 電機電子合系很大的原因就
是引進深度學習，跟人工智慧這方面來
做，所以我們會成立一個虛體的學院，會
把各系的力量，不管是機械還是統計、數
學、電子電機都引進來，現在已經成立機
器人研究所，教育部也已經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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