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會議綜合座談紀錄暨相關單位會後補充說明
時間：10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20 分
地點：校本部禮堂
主席：吳校長正己
紀錄：陳冠華
出席人員：副校長、各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學院/系/所主任、學術與生涯及專責導師、學務長、
副學務長及學生事務處二級主管、秘書等。
列席人員：相關學務人員。

綜合座談紀錄與相關單位會後補充說明
發言內容(含書面)

綜合座談現場回應

一

生命科學系每年都有逕讀碩
士班的學生，希望教務處可
以提供改善學生證發放或留
用的規定，以利學生暑期進
出校園及使用學校資源。
(生命科學系賴韻如副教授)

二

為什麼碩士班導師只安排半 林學務長玫君回應:
年?
(一)研究生導師設於碩博班學生
(國文學系謝聰輝教授)
入學的第一年，系所經過一
學期或一學年輔導學生，安
排指導教授之後，就由指導
教授進行學術與職涯的輔

相關單位會後補充說明

劉教務長美慧回應:
教務處會讓逕讀碩士班的學生的 (一)逕讀博士學生之舊學生
學生證可以延續使用，不會有中
證可使用至 7 月 31 日，
斷的情形。
教務處提前於 6 月彙編
是類新生學號，只要學
生完成新一學制的體
檢，於 8 月 1 日教務學
籍系統升級後，持舊學
生證換發新生學生證，
應無銜接問題。
(二)另碩士先修生如經錄取
係比照一般新生管道入
學，本處亦會於 6 月先
彙編是類新生學號，俟
學生完成學士班畢業離
校並完成體檢後，持舊
學生證換發新生學生
證。
(三)經確認生科系每年係招
收碩士先修生，如學生
完成上述流程，本處可
專案處理，使學生提前
使用校園資源。
(教務處)

依據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
法」第七條經費支用原則規
定如下
(一)各系所如僅第一學期設
研究生新生導師者，則

導。
每週得折減授課二小時
(二)導師輔導工作費依職級每學
或支領等值輔導工作
年核發 36 個鐘點，系所可以
費，以支領十八週為原
選擇一學期核發 36 個鐘點，
則。
或二學期核發 36 個鐘點(即 (二)若採第一學年設新生導
一學期 18 個鐘點)，各系所
師者，則每週折減授課
可自行決定。
一小時或支領等值輔導
(三)若系所決定碩博班新生導師
工作費，以支領三十六
輔導學生期程為一學期後就
週為限。
安排指導教授，則研究生新 (學生事務處)
生導師的輔導期程就是半
年。
吳校長正己回應:
導師制度修訂後，研究生新生導
師只有一位，核發的導師工作費
以36個鐘點計算，若系所調整一
學期研究生新生導師為四位，則
每位導師為9個鐘點，或調整上學
期一位，下學期一位，每位各18
個鐘點，原則上每個系所的碩博
班新生導師工作費總額是固定
的。
三

學生畢業是否依照該年度的
修業要點規定執行?例如 109
學年度修業要點修正通過某
一門課程從必修課程變更為
選修課程，108 學年度入學的
學生是否可以採用最新的修
業要點規定比較彈性?
(華語文教學系主任蔡雅薰
教授)

劉教務長美慧回應:
有關課程異動修業要點的規定， (一)本校各系所依本校「學
每一次的課程異動都會請系所註
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
明於那一學年度開始實施，但若
試辦法」規定，皆已訂
有利於學生的方案，亦可另案處
定各系所應修課程與學
理。
分數。
(二)各系所助教應依學生入
吳校長正己回應:
學年度適用之課架審查
修業要點基本上當有兩種不同選
其畢業資格，若因課程
擇時採取從寬從優認定，並透過
異動致學生無法滿足畢
一些附帶決議來處理。
業條件，系所應提供協
助學生修習其他足以採
認之科目。基本上系所
對學生應以有利方案以
滿足其畢業條件。
(教務處)

四

雙主修採開放登記政策，本 劉教務長美慧回應:
班生與雙主修(或潛在的雙 (一)雙主修自從採開放登記政策 (一)學校在經費分配、教師
主修生)學生人數可能差異
實施以來，提高學生雙主修
員額等資源分配上都將
很大，在輔導上有無不同的
的意願，再加上推動跨領域
跨域學生納入本系考

做法?要將雙主修學生視為
修習，造成部分系所的學生
量，雙主修的學生自應
本系生還是外系生?
修不到課的情況。
視為本系的學生。
(企業管理學系邱皓政教授) (二)大一新生想修習輔系、雙主 (二)另學校將視 108 學年度
修，若暫時無法修習到第一
起各系推動跨域學習之
門課，可以請學生先修本科
辦理情形，並搜集學
系的課程或通識課程。輔
系、學生意見，及參考
系、雙主修採登記制，只要
選課等相關數據後召開
在大學四年內登記，都可以
本校 109 學年度推動跨
獲得輔系或雙主修的證書。
域學習專案小組會議，
(三)雙主修的學生也應該視為本
以研商後續改善措施，
系的學生。各系之間應彼此
建置更完善跨域學習環
良性溝通、互相理解。
境。
(教務處)
五

「導師制度實施辦法」未規
範「延畢生」導師安排，本
系向來由大四導師輔導，惟
另涉及導師鐘點數計算，是
否能在辦法中明確規範?
(歷史學系主任葉高樹教授)

林學務長玫君回應:
因鼓勵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
以至於延畢生人數越來越多，學
務處擬請教務處提供延畢生人
數、調查各系的輔導需求(確認延
畢生是否由大四導師輔導)、確認
經費來源後、進行導師制度辦法
之修正，做為調整的法源依據。

將考量延畢生學生人數，研
議相關措施，必要時進行「導
師制度實施辦法」之修訂。
(學生事務處)

吳校長正己回應:
(一)學校統計每年延畢生大約占
1/4，請學務處研議如何進行
延畢生及雙主修學生的輔
導。
(二)因為鼓勵學生跨域學習，經
費與員額的分配時已經將雙
主修學生人數合併計算，輔
系學生人數則以 1/2 計算，
開設學分學程學生人數則以
1/3 計算。學務處與教務處
在給予相關資源時，要考慮
將這些人數納入計算基準的
考量。
六

有關境外學生，目前學校會 劉處長祥麟回應:
提供學生名單給系上，學生 (一)根據本校安心就學措施的規 依照本處最新調查結果，目
是否在進行居家檢疫等狀
定，只有「政府暫緩他國學 前僅有一名學生因國境限制
況，若學生無法回到臺灣，
生入境臺灣就讀」
，或者「他 出境須採安心就學。
依學生安心就學措施，學生
國政府禁止他國人民出境的 (國際事務處)
可以提出申請由系上老師協
學生」適用。在此條件下，

助遠距彈性上課，但本系有
全校這學期只有 3 位研究生
學生不在學校提供的名單之
適用安心就學措施，分別來
內，似乎也未提出申請，若
自南非、巴基斯坦與宏都拉
任課老師願意於實體課程之
斯。其他國學生都可入境臺
外，為此學生進行遠距課
灣。
程，請問是否可行？或是老 (二)在學生入境前或是在居家檢
師有需要為這些學生開設數
疫期間，教務處都有通知各
位課程嗎?
系所安排遠距教學課程。
(華語文教學系主任蔡雅薰 劉教務長美慧回應:
教授)
(一)目前安心就學措施只有 3 位 (一)依國際事務處提供之最
學生，其餘學生最晚應於 10
新資料，本校本學期僅 1
月 10 日前入境臺灣，再經過
位學生適用安心就學措
居家檢疫 2 週，最晚回到校
施，其餘境外學位生均
上課時間為 10 月 25 日。
將分批返校就學，最後
(二)若學生無法於期限內入境，
一批學生的入境日期為
學生應申請休學，若有學生
10 月 11 日，並於 10 月
選擇不回臺灣，而要求遠距
26 日解除檢疫回到學校
上課，教師可以拒絕，並請
正常上課。
學生申請休學。
(二)教務處業於點名計分表
(三)學生點名冊備註欄會標註居
備註欄標註尚在居家檢
家檢疫學生及檢疫日期，並
疫學生及其解除檢疫日
請教師給予彈性輔導。
期，除分別於 9 月 18
日、25 日及 30 日更新檢
疫學生資料外，並以電
子郵件通知系所助教轉
知授課教師，協助於「學
生檢疫期間」提供相關
教學活動（線上授課或
或其他輔助措施等）
，俾
輔導學生學習銜接。
(三)無法於 10 月 11 日前入
境之境外學位生，應依
規定辦理保留入學或休
學。
(教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