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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106學年度「校長有約-同行致遠」會前書面意見彙整暨答覆 

時間：106年11月1日1530時至1700時    地點: 中正堂 

題號 問題與建議 答覆意見及辦理情形 
1  理論計算軟硬體資源匱乏與

管理問題：  

(1) 這裡指的計算軟体，除了

目前學校提供的 Matlab 外，

還有物理、化學、材料或生

物科技領域常用的「第一原

理(First‐Principle 

Calculation)」計算軟體，例

如：Quantum Espress(免費軟

體)、VASP 等。其它工程專業

軟體。這裡指的計算硬體是

Cluster PC 而非超級電腦。 

(2) 多數系所沒有公用的

Cluster PC 設備或公用的理論

計算需要的軟體，只有屬於

教師個人自己的軟硬體設

備。對於修理論計算課程的

學生或有些做實驗的教師，

想做理論計算或 data 驗證模

擬計算，非常不方便。 

(3) 即便有些學院有公用的計

算軟硬體資源，但是並沒有

公開透明的管理制度與辦

法。管理非常紊亂。學校師

生，不論是理論計算課程的

開課老師或修課學生，以及

做研究需要使用到計算軟硬

體資源的師生，皆無所適

從，不知道從何獲取這些資

源？ 

（物理系研究所0382702） 

物理系研究所： 

1.物理所已有老師提供該生修課所

需之 PC 電腦資源。  

2.有關修課所需電腦資源，若課程

為小班的專業計算課程，宜由開課老師

提供所修課學生軟硬體電腦資源，若為

固定每年開課課程，學校或可補助該課

程電腦經費。若課程為大班的初級計算

課程，宜由學校計中提供軟硬體電腦資

源，甚或有相關電腦教室。  

3.學生研究所需之電腦資源，因目

前各研究領域所用之軟體程式與電腦極

為不同，宜由該生之論文指導教授提供

與管理。  

4.全球頂尖研究機構馬克斯普朗克

研究院 https://www.mpg.de/en（Max 

Planck Institute 簡稱 MPI）對於公用計

算軟硬體資源已有完善的管理制度與辦

法，建議本校相關單位進行規劃時可參

考 MPI 的做法。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1. 資訊中心所採購之 GPU 圖形處

理器高速運算設備已於10/27到貨，將

於近期進行測試與安裝。待驗收後即可

提供本校師生部分高速運算服務。初步

規劃將支援教學使用為主，視設備使用

狀況，空檔時間可部分提供研究使用。

 
2. 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與計算

中心目前也提供全國學術及研究單位高

速計算機運算服務，費用可以使用科技

部計畫經費報支，凡有高速計算需求之

團隊均可以非常低的費用租用此服務。

2  雖然交大是對外開放的校

園，但允許書商、補習班甚

至便當店直接進校園、教室

內發廣告是否合宜？ 

（資訊工程學系0516038） 

事務組： 

1.依據本校文宣廣告物管理要點，

海報的張貼範圍僅限校園公共佈告欄

((中正堂前、計中旁、竹軒旁等)，且應

完成申請程序，非屬上開要點第1點之

校際活動、學術文化發展、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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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介紹及招生等均禁止張貼，本組將

定期加強巡視佈告欄，經發現非法張貼

將逕行移除。 

2.其餘系所空間由各館舍管理單位

自行負責,餐廳空間的文宣物管理，將

加強宣導各攤商。 

 
教務處： 

1.為維護同學上課品質，不宜在教

室內發廣告宣傳單，若同學發現有校外

人士在本校教室內發廣告，請逕行向駐

警隊檢舉。 

2. 本校教室內的環境清潔，由事務

組請外包人員來承包。可請事務組告知

外包清潔人員，請每日將教室內的廣告

單清除乾淨，以維持上課教室整潔。 

3  積小勝為大勝，積小敗為大

敗。希望學校能夠在宿舍垃

圾分類環境教育上多加倡

導，因為宿舍的垃圾桶總是

會有人不分類垃圾，這雖然

是很小的細節，但是這也代

表了我們的國民習慣非常需

要改進。環境問題的本源由

此而生。希望交大除了在台

灣產業 GDP 能夠有所貢獻，

引領台灣前進，更希望交大

能夠有良好的國民素質；提

倡環保意識，倡導維護周遭

環境是種義務的觀念，期望

交大學生能夠表裡一致，懂

得要好好對待自己，那更應

該懂得要好好維護環境。也

希望能夠藉由倡導，而延伸

出台灣國民 缺乏的"誠實"習

慣，因為分類丟垃圾是對自

己負責的行為，不管有沒有

人在旁邊看，該怎麼丟就怎

麼丟，不能因為清潔人員會

來處理，就隨便亂丟。要當

個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誠

實小孩，而不是當一個不敢

說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冷漠

大人，更不是當讚美沒有穿

住服組： 

1.首先謝謝同學體諒各宿舍清潔員

的辛勞，為清潔及資源回收所做的努

力。 

2.本組擬在各宿舍內之公佈欄張貼

有關資源回收宣導海報，及利用宿舍內

電視牆播放相關宣導影片，加強住宿生

資源回收觀念及配合，確實落實資源回

收工作，以減輕各宿舍清潔員的工作負

荷。 

3.另學校資源回收每年約有250

噸，宿舍區之回收量又佔全校約70%，

回收量在全國大專院校中名列前茅，且

為新竹市回收量的重點機構（每月新竹

市提報環保署的回收量，本校佔一大部

份），當然這是交大同學及各清潔員所

努力的成果，相信在同學及清潔員持續

努力，希望能突破每年300噸，以彰顯

本校同學的生活素質及對環境保護的重

視，我們一起努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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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的國王的虛偽小人。作

為一個大學生是國家的中流

砥柱，連自己學校的規矩都

不能遵守，學校環境都不能

維護，何來承擔國家中流砥

柱的重責大任？ 

希望師長們能夠提供引導，

為未來的台灣，世界，整個

地球，留下一口元氣。 

感謝各位承辦的行政人員花

時間心力舉辦一個活動能夠

表達我們自己的看法、想

法。辛苦你們了。 

也感謝各位師長，這麼用心

地想拉近與學生之間的關

係。 

非常感謝各位，交大因為有

你們而更棒更好，謝謝。 

天佑交大，天佑新竹，天佑

台灣。 

（土木工程系0511269） 

4  蓮花池旁.活中前的馬路汽車

都開很快，但又剛好是 D 棚

上層學生停機車會經過的

路徑，極多學生會經過!!! 

希望能加裝減速墊及加強照

明。到晚上很暗，極容易發

生危險。 

（土木所0651247） 

 

營繕組： 

本校道路照明裝設，係符合道路路

燈照度標準，且派員定期巡檢，若有故

障立即檢修。已知會相關人員加強巡檢

查路段。 

 
駐警隊： 

該路段業已於105學年度依交通管

理委員會之決議，完成於東半部的減速

墊設置。 

 

5  交大未來的通識課程是否有

機會恢復成以往第一階段分

年級選課的制度，感覺以前

的制度比較好，每個年級都

針對不同的課程具有優先權 

（電機資訊學士班0510007）

 

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會建議院級單位和教務處

納入考慮。 

教務處：  

對於將畢業的高年級學生，我們會

討論適合的方式，協助讓他們修到足够

的通識學分。 

6  我曾經在9/27寄信給共同教

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及通識中

心主任，提供通識現況及意

見，當時回覆說會開會討

論，因此希望能公開一些討

通識中心： 

教務處正積極進行改善學生所提各

項意見。由於開會並非通識中心主持，

但通識中心會建議教務處公開討論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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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狀況。 

（材料系0411501） 

 

教務處： 

我們的討論一直在持續進行，希望

能讓新舊制過渡期間盡量順利。這些改

善做法包含通識課程數的增加，增開同

學們想修的通識課程，增加 ICT 工坊在

其他時間開的微課程...等。我們也積極

與故宮合作開新的通識課程，以及尋找

中研院及其他機構的學者和專家來開授

通識課程...等。 

 

7  對於同學不滿新通識制度有

何看法且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嗎? 

（電機資訊學士班0510011）

 

通識中心： 

若是選不到課的問題，通識中心對

於課程數量會向學校爭取足夠班級。時

段的問題則已建議教務處協助改善。 

教務處： 

 新的通識教育課程希望能培養現代

公民的素養。我們全校會一起努力來豐

富本校的通識課程內涵。包括全校整合

不同學院的合適課程的新通識制度，積

極地規劃新的通識課程的數量，內容，

上課時間...等。這些改善做法包含通識

課程數的增加，增開同學們想修的通識

課程，增加 ICT 工坊在其他時間開的微

課程...等。我們也積極與故宮合作開新

的通識課程，以及尋找中研院及其他機

構的學者和專家來開授通識課程...等。 

 

8  請問為何要將電機資訊學士

班併入電機系呢？好處與壞

處呢？當初在招生時交大可

是自信滿滿的說是全台創舉 

（電機資訊學士班0510019）

 

電機學院、資訊學院’： 

交大92學年度設立「電機資訊學

士班」，全台首創以英語專業課程與出

國交換之整體規劃，培育具國際宏觀與

外語能力之優秀電資專業人才，成效卓

著。藉由「電機資訊學士班」之成功辦

學經驗，交大冀望藉由整合擴大規模，

一者與電機領域整合，一者與資訊領域

整合。現有的電機資訊學士班在校生之

原有權益，均將維持。 

9  1.交大［博愛校區］大門新設

置於食品路 

緣由:食品路上有許多店家，

交通方便 

2.［博愛校區］學府路側門路

口申請紅綠燈 

緣由:學府路車流量大，不管

總務處： 

有關新設大門部分，將以校園整體

發展做 適切之規劃與考量。 

 
駐警隊： 

104學年度業已詢問過新竹市政府

交通處，該處所由於流量未達規定標準



第5頁，共9頁 

 

是走路或騎機車出校門口都

很危險!學府路長度也適合設

置一紅綠燈於其中，降低行

車速度，保護同學安全! 

 
3.整理2路、2支、校車時間一

覽表並調整班次 

緣由:這三個路線都符合通勤

於兩校區間的學生需求，但

資訊整合上還不夠，無法從

一張表就知道下一輛往返校

區車輛的發車時間，希望學

校能整合相關資訊並公告發

布。另外10:45博愛往光復校

車，18:30光復往博愛校車與2

路/2支的時間重疊，期待能

調整班次，避免等車間距過

長 

 
4.校車不準點 

緣由:有好幾次晚間校車

(21:30光復出發)都比預定時

間早約5分鐘發車，這樣會造

成同學撲空，希望校車能確

實依照時間表的時間發車。 

 
 
5.［光復校區］行政單位地圖

指引 

緣由:交大行政單位散落於各

棟建築中，希望能有一個簡

單的地圖清楚標示所有單位

的位置，並張貼於校門口及

行政單位所在地附近，讓師

生能夠快速找到，不須跑到

諮詢台詢問。像是一般人不

會聯想到註冊組會在科學一

館裡面 

 
6.光復與博愛校區內增設

Ubike 點 

建議:游泳館旁停車場、圖書

館前廣場都很適合增設 Ubike

點，鼓勵同學多使用綠色運

因此無法設置紅綠燈。 

 
 
 
 
事務組： 

3.本校校車時間、2路公車時刻表

目前事務組已建置行動交大 APP 軟

體，同學可於交通資訊項下查詢所需乘

車資訊，或至事務組網頁查詢。 

本校校車班表時間均調查每學期上

課時段後慎密調整才公佈實施，新竹客

運市區2路公車火車站‐光復校區(並不

進博愛校區內)行經路線班表因屬該公

司配合市場需求，按營運考量自行排

班，將再轉達該公司同學調整班次訴

求。 

 
 
事務組： 

4.關於本項發車提早問題已重申要

求本校駕駛人員務必準時發車(經詢本

校駕駛無提早發車情形)，同時請外包

加班車輛載客未滿前亦不得提早發車，

如同學有任何問題均可即時洽事務組反

映。 

 
校園規劃組： 

校園門口地圖指引立牌於9月份已

更替，由色塊區分相關單位，可清楚明

確找尋單位所在地；此外亦可直接在交

大網站連結地圖

（http://www.nctu.edu.tw/maps），取

得行政單位分布所在位置；再者，學校

單位眾多，上述方式找尋未果，可到中

正堂聯服中心詢問，依其對校內單位的

熟悉度，可有效縮短找尋時間，對詢問

者有更好的幫助。 

 
保管組： 

自105年新竹市政府推動 YouBike

計畫以來，在本校不斷努力向市府爭取

設站下，終於在隔年(106年)爭取到

「交通大學(大學路)」及校內點「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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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機械工程所0651013） 

 

大學(逐風廣場)」完成設站營運。由於

YouBike 是由新竹市政府出資委託微笑

單車公司建置及營運管理之公共自行

車，所有設點均由市府與微笑單車公司

衡量都市交通規劃及營運需求所建置，

本校站點截至目前為止每月租賃次數均

未達全市前5名，尚難凸顯本校新設站

點之需求。未來若能持續提高本校現有

2個站點之使用量，將可有效提升爭取

於光復校區及博愛校區新設站點之可能

性。 

10  希 望 校 方 能 與 客 運 公 司 溝

通，讓火車站開到交大的公

車可以多一點 

（電子物理學系0612102） 

 

事務組： 

近年已多次協商(本次106.10.20日

協商)請新竹客運加開市區2路公車(火

車站開到交大)班次，該公司均回稱考

量載客量、營運成本、人力成本尚無法

配合增加班次。 

11  導師時間強制聽演講，實在

很浪費生命。強制聽演講的

後果就是演講者永遠不會改

進自己的演講，空空的演講

廳才能刺激演講者發揮更好

的演講潛能。 

（電子工程學系0610136） 

 

生輔組： 

為使大一新生能盡快熟悉校園及所

屬學系，並增進導師生交流，故訂定導

師時間課程，由各系安排導師生晤談、

校外參訪或課業輔導等，或自由參加學

務處規劃的校長講座、服務學習講座、

諮商中心心理座談等多元活動。 

若同學覺得被規定出席演講次數較

多，可與學系或導師溝通，是否能增加

班級或學系本身活動。生輔組也會再持

續向各系宣導課程安排可酌情調整參加

講座比重。 

12  台大，清大等大學都有學生

籌 備 性 質 的 藝 術 季 相 關 活

動，校方有計畫籌備，或是

若有學生自發性籌備會願意

支 持 嗎 ？ (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0510846) 

藝文中心： 

 
本校已有學生自發性籌備的藝術季

活動舉辦，名為「交大藝趣節」，於

2017年3月份舉辦首屆「孤島」主題活

動，活動專案多元有創意，舉辦很成

功、很有活力，校方各相關單位與校友

服務的多家公司與團體組織都給予相當

多的支持與贊助。 

藝文中心在首屆藝趣節，是與通識

教育委員會、建築研究所、課外活動組

等單位一同擔任指導單位，並統合交大

思源基金會的支持管道。本中心與各單

位有些在部分經費上酌予補助，有些提

供場地洽借使用、物料贊助、藝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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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規劃與活動籌備輔導、文宣行銷推

廣協助等事項。更期望該活動能每年持

續舉辦，因此責成學生團隊成立校內社

團組織，以便經驗傳承分享、活動永續

發展。 

2018第二屆藝趣節工作團隊已與

藝文中心取得聯繫，主題為「A.I./ 

Authentic identity」，初步洽談各項籌備

事項中，預計明年4‐5月舉辦。 

藝文中心將繼續輔導與支持藝趣節

活動，也期盼校內其他各單位繼續支

持、協助這項學生自發性的藝文活動。

13  為什麼要關二餐  

 
 
 
 
 
為啥環校還在蓋  

 
 
 
 
 
 
 
 
 
 
 
 
為啥學校教室 這麼難借  

 
 
 
 
 
 
 
 
 
 
 
 
 
 

事務組： 

查二餐目前空間是可開放借用，如

同學有舉辦活動需求，可先逕洽餐廳廠

商同意後再至事務組網頁場地租借系統

申請使用。 

 
營繕組： 

機車環校(南門)道路目前已完竣，

待驗收後開放使用。 

駐警隊： 

環校南門封閉處所，悉為配合研究

生第三宿舍之興建而有路面重新修整之

情形，為避免用路人在路面不安全的情

況下發生危險，而有封閉施工之行動。

待營繕組施工完程之後，駐警隊將繼續

進行柵欄機設置工程，俾完工後始可在

完善管理、安全無虞的狀況下供同學使

用。 

教務處： 

1.本校教室之借用係依據「教室管

理與借用辦法」辦理，本辦法所稱之教

室，為可供安排一般課程使用之教室

（不含實驗室、電腦教室、語言教室、

演講廳、會議室等）。借用一般課程使

用之教室者，請至本組網頁

(https://course.nctu.edu.tw/CRManage/)
查詢教室排課與借用情形。 

2.本校教室借用以正課（一般學期

與暑期）上課為優先使用(開學前就已

排好課程)，故若於教室借用系統中查

詢有課程使用，則無法借用課程上課的

時段；其他未排課之一般教室皆可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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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啥辦營隊這麼難  一直刁難 

為啥學校可以這麼消極應用

(化學系0410733) 

統中借用。 

3.為便利館舍管理員之管理，本校

教室借用原則上需於使用之前三日完成

借用。然同學如有例外於使用當日才借

用時，如已完成相關借用程序，仍會給

同學同學方便，盡可能幫助同學皆能借

到所需之教室。 

A.同學若因老師補課所需而借用教

室，其流程需會辦(1)任課教師(2)教室

優先使用單位(3)課務組。 

B.同學若因社團活動所需而借用教

室，其流程需會辦(1)課外活動組(2)教

室優先使用單位(3)出納組(4)課務組。 

 
課外活動組：  

寒暑假營隊活動輔導依本校<寒暑

假營隊活動管理要點>辦理，並於本組

網頁(https://goo.gl/QPCwJa)提供辦理寒

暑假營隊活動所需相關資訊，為使各營

隊活動能順利進行，本組除安排營隊活

動安全宣導說明會外，亦召開營隊協調

會協調各營隊在床位數量、活動地點及

器材上都能得到適切的分配，並於營期

間協助各營隊處理所遭遇到的困難及突

發狀況排除。 

 

14  保障陸生權益（電子工程學

系0610188） 

主要是保障陸生權益很大一方

面是學校做不到也無法改變對

陸生的“歧視”  三限六不 應該

是本校無能力改變的，但我很

好奇 為什麼同是中華民族的

人 但學雜費標準就不一樣 本
地的學生學雜費比我們低可以

接受 重點是為什麼僑生學雜費

比陸生低一倍 僑生有印尼 馬
來西亞 但也有香港 澳門。如

果考慮印尼馬來西亞窮 這樣可

以緩解經濟壓力我也可以理解 
但為什麼港澳比陸生還便

宜？！（不知道這是學校規定

還是政府規定）    獎助學金一

事也令人頭疼 陸生很大部分不

知道自己什麼樣的獎學金可以

國際處： 

政府規定部份有三限六不列： 

三限： 

限制採認高等學校學歷 

限制來臺中國大陸學生總量 

限制學歷採認領域 

六不： 

不涉及加分優待 

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 

不編列獎助學金 

不允許在學打工 

不得在臺就業 

不得報考公職及專技考試。 

 
→ 學費、學雜費部分： 

教育部規定，陸生學費、學雜費比照境外

生收費標準。僑生學費、學雜費比照本地

生收費標準。僑生身分則由僑委會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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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還有就是可以申請什麼

樣的交換生（據我所知陸生在

這方面也有限制） 可能陸生人

數少 大學部一年才 4 或 5 個正

式生 很多人都不了了之。既然

對我們有限制就請學校講這些

限制的程度講清楚 讓我們瞭

解。 
另外提一件小事 開學時的新生

訓練 陸生并沒有和同系的同學

一起 而是自己組織 短短一天

的時間就完成了別人 4 天的訓

練 感覺質量大打折扣。 
後抱怨幾句 臺政府和大陸政

府對學生的態度真的是差別很

大，希望政府和學校都有寬廣

的胸襟去容下這區區 20 人左

右的陸生 讓儘量他們能和別人

平等的享受資源，讓限制更加

公開 透明。 
（請不要多想 這裡并不涉及政

治 學校如果做不到我也可以理

解 大部分可能就是我感覺很不

公平的碎碎念罷了） 
 

定。 

 
→ 獎學金部分： 

入學前若有可申請的陸生獎學金，將與入

學通知一併發放。 

入學後有任何的獎學金，也都會以 email

通知同學，email 若有更新，請主動與國

際處聯絡，獎學金問題亦可直接洽國際處

詢問。目前國際處網站正在改版中，未來

也將會在國際處網站公告獎學金訊息。 

 
→ 出國交換部分： 

根據出國交換細則，凡本校學籍生(含境

外生)皆可提出申請，同學請參考本校與

各姊妹校簽屬之交換學生協議書關於年級

及院系/所限制，相關資料於每年度之交

換生計畫甄選簡章公告。 

國際處每學期都舉辦詳細之交換說明會，

今(2017)年安排於11/22‐11/23，歡迎同學

參加了解。 

目前國際處的網站上也都有相關出國交換

之資訊，敬請同學參考，若有任何不清

楚，也可以直接洽國際處詢問。 

 
→新生訓練部分 

國際處舉辦的新生訓練內容，也濃縮了入

學輔導的內容，且特別加強相關陸生在臺

需遵守法規、入臺證換證、效期、醫療保

險事宜。 

由於陸生無語言上的隔閡，軍訓室也歡迎

陸生同學參加學校的大一新生入學輔導。

(據了解2017年確實有新進陸生參與入學

輔導)，所有的資訊都是公開，且有附有

相關詢問單位，也請同學可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