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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1學期「校長與學生有約」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回覆說明 

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9.12.02會前書面提問) 

國 政 所 

博  班 

S a h a n d 

E.P. Faez 

I wish to know why is there so much 

resistance tow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University among both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 

【補充說明】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ank you for getting back to me. To 

be honest, I did not expect a response 

as personal as this. Before I begin to 

explain my claim, I need to say that I 

am quite happy with being accepted 

into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However, for the past 9 

months that I have been in NCHU, I 

must say there are things that could 

improve with respect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 ones that come to mind are: 

1. Even though most of the professors 

have spent at least one grade abroad, 

there are only a few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This problem 

exists even at the PhD level. 

2. Despite the large number of English 

institutes in the city, students still 

lack the minimum capabilities in 

comprehension of English and 

demand the courses to be taught in 

Chinese. There was this one class 

where the students demanded the 

course to be in Chinese via email. 

3. Out of every 10 events being held 

on campus, only 1 is in English. It is 

as if the faculty and the students do 

not even feel the need to be more 

international.  

4. Man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campus are Muslims. Yet, there 

are no facilities suitable for them. 

There are also no bathrooms with 

water hoses which is essential for a 

Muslim.  

教務處 

(課務

組) 

國際處 

【教務處（課務組）】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fers 16 courses (including 1 English-taught 

course) in  fall  semester 2017, 15 courses 

(including 1 English-taught course) in  

spring  semester 2018, 15 courses (including 

1 English-taught course) in  fall semester 

2018, 15 courses (including 1 English-taught 

course) in  spring  semester 2019, 14 

courses (including 2 English-taught courses) 

in  fall semester 2019, 16 courses 

(including 4 English-taught courses) in  

spring semester 2020, 15 courses (including 3 

English-taught courses) in  fall semester 

2020. The proportion of English-taught 

courses grows moderately. 

一、經檢視國政所開課資料：106學年第1

學期開課16門(含英語授課1門)、106

學年第2學期開課15門(含英語授課1

門)、107學年第1學期開課15門(含英語

授課1門)、107學年第2學期開課15門

(含英語授課1門)、108學年第1學期開

課14門(含英語授課2門)、108學年第2

學期開課16門(含英語授課4門)、109

學年第1學期開課15門(含英語授課3

門)，英語授課科目比率逐漸提高。 

二、另本校為提昇學生的英語程度，實施以

下措施： 

(一)全英學分學程：108-1新增亞洲與中國

研究碩士學分學程(全英語授課)、

109-1新增獸醫科學學分學程(全英語

學程)及109-2管理理論與實務碩士學

分學程(全英語學程)。 

(二)對於外籍生：增列中文或華語相關課程

開授，已由語言中心研擬規劃中。 

(三)對於本國生：關於外國語文素養，除一

年級「大一英文」分級授課之外，二年

級學生規劃「學術英文讀寫」、「英語聽

講溝通」等課程。對於研究生語文能

力，語言中心亦規劃「進階英文」等，

以培育學生語文能力。 

(四)全英語學制或學程推動：依本校於 109

年 6月 10日第 433 次行政會議新修正

通過之「全英語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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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9.12.02會前書面提問) 

In conclusion, what I am trying to say 

is that there is not much evide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campus. The 

professors prefer to teach everything in 

Chinese and the Students also prefer 

the same. A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knowing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nation must be optional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country and not a 

necessity to survive the academic life 

on campus. Yet, the opposite is 

happening at the moment.  

I appreciate your consideration 

Highest Regards 

Sahand 

點」提出 109-1英語授課獎勵申請的老

師非常踴躍，符合第 3 點第 1 項第 5

款（配合全英語學程基礎學科與通

識等）資格者以 1.5 倍授課鐘點獎

勵有 28 件；符合同一補助要點第 3

點第 1項第 6款者（授課科目不同且

為 2 學分以上等）以一萬元獎勵金

獎勵有 19 件及以教材補助費獎勵

有 39 件。 

【國際處】 

考量穆斯林盥洗習慣，將評估在校內部分地

點裝設免治馬桶之可行性。 
With regards to Islamic hygienic practices, we 

will assess the possibility to install washlet 

(toilet seats) in some washrooms on campus. 
 

法 研 所 

碩  班 

林 同 學 

請問校長，校史館除了規劃展示興大歷史

以外，有無可能規劃學生使用空間？ 

秘書室 

一、校史館規劃 1樓為校史常設展覽區、2

樓特展區、3樓行政區(含會議室)。2

樓特展區可提供教職員、學生或藝文性

社團申請，作為文創展演空間及成果發

表平臺；將秉持使用者付費原則，以自

籌財源，維持館場清潔及永續經營。 

二、學生一般性活動，請多加利用現有惠 

  蓀堂南北廣場與圓廳三樓等空間。 
再生醫學程 

博 班 

張 同 學 
我就是想看校長。   

生 技 一 

余 同 學 

沒有不滿或疑問，主要是想聽別人的意

見。 
  

化 學 三 

吳 同 學 

前幾天因有事在學校留到晚上，回去時發

現大學南一路上的停車場（五人制足球場

隔壁）蠻暗的幾乎沒什麼照明裝置，可以

說幾乎全黑只好依賴手機的手電筒，因先

前長榮大學的新聞事件，為避免再發生憾

事，建議學校能對校園內一些陰暗無監視

器或是無路燈的易發生危險的角落加強

照明裝置。 

總務處 

一、為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安全，本處營繕

組每週定期派員巡檢路燈勘查夜間照

度，並視季節調整路燈照明開關時間，

先予敘明。 

二、有關照度不足之處，本處通盤檢視所需

增設之處，統一集中洽商施工，以節省

公帑。 

三、有關「作物大樓經 2號水塔至體育館路

段」、「排球場南側之單槓區路段」及

動物試驗中心前 3 處地點已洽商估價，

俟請購完成後將盡速設裝，以維用路人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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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9.12.02會前書面提問) 

教 研 所 

曾 同 學 

一、校園餐食用餐的可選擇性不多希望能 

  多引進一些餐飲廠商進駐，讓學生在 

  用餐時能多點選擇，用餐空間的照明 

  也希望能再明亮些，謝謝。 

總務處 

一、校園內已有三大品牌超商、丹堤咖啡、

歐巴斯等，另圓廳有 20 種品牌店家，

提供中式、日式、韓式、義式、咖哩、

粥品、鐵板燒、自助餐等多元料理，全

品項已超過百種選擇，另商家亦時有推

出各式組合優惠。 

二、因校園餐廳需面臨用餐時間過度集中、

寒暑假 3個月無客源、校園周邊商家多

等問題，經營不易，影響商家進駐意願。 

三、有關用餐空間照明，已請廠商緻圓公司

配合改善，該公司將請水電師傅依現況

規劃增設燈具或調整燈具瓦數，學校會

再持續追蹤辦理進度。 

二、學校講座和活動十分豐富多元(覺得

很讚) 。 
 

 

電 機 三 

張 同 學 

學餐價錢就很高了，有的店還一直漲價。

一堆店搬走了，學生要吃什麼？ 

 (學校正門前面賣的也沒什麼能吃的 

，如果下午還有課總不可能跑去南門路吃

吧？學校賣的貴就算了還很難吃，學餐找

的清潔員素質不是很好，收餐具的人每次

都用摔的真的聽了很煩躁。 

總務處 

一、本學期圓廳經緻圓公司積極招商，已陸

續進駐數間商家，填補空櫃，降低櫃位

閒置，1樓美食街櫃位已全部滿租(1間

櫃位簽約預計 110 年 1月進駐)，2樓美

食街空櫃預計 109 年 12 至 110 年 1 月

間先後進駐 2間商家，剩餘 3間空櫃，

學校將持續督促緻圓公司進行招商中。 

二、目前圓廳有 20 種品牌餐飲店家，供師

生選擇用餐，商家亦有提供本校師生優

惠措施或平價餐點，讓同學依需求選

用。 

三、學校已要求緻圓公司督促清潔人員改

進，該公司也承諾將檢討改善，學校於

109年 11月 24日現場了解，清潔人員

收餐具音量已大幅改善降低。 

化 學 一 

劉 同 學 

想要詢問薛校長關於增設醫學系或是後

醫學系等事項(出自於自己本身很喜好醫

學，因而提問)，倘若通過醫學院評鑑委

員會（TMAC）的評估允許成立醫學系，那

麼我想請問關於就是我們中興將會建造

一座附設醫院/醫學中心，還是會和中部

哪家醫院合作做醫療交流。 

再來一點就是，我們中興擁有各類各科系

資源，如果真的成立(後)醫學系，那麼未

來有打算進行大範圍的各科系擴張合作

嗎?(譬如說:轉譯醫學、生醫工程、有機

化學藥物(我自己的科系就是化學系)、免

疫醫學等等...) 

研發處 

一、本校申請增設學士後醫學系，109年 11

月 19 日獲教育部函復「同意繼續籌

備」，未來本校將與中部地區醫學中心

及區域醫院合作，包括：彰化基督教醫

院、中山醫學大學、臺中榮民總醫院、

秀傳醫療體系、童綜合醫院、國軍臺中

總醫院、衛福部臺中醫院、大里仁愛醫

院等，共同培育醫事人才。 

二、本校第一階段先申設「學士後醫學系」，

未來則會接續成立「醫學院」，將現有

醫學相關教學單位納入醫學院，並視與

各醫學中心/醫院之合作關係，擴大醫

學院規劃，增設醫學相關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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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9.12.02會前書面提問) 

財 金 三 

陳 同 學 

校務基金好好運用不要只放定存，希望校

長可以將基金給專業人士管理 

，例如我們財金系的教授。 

主計室 

總務處 

【主計室】 

一、 本校為確保校務基金永續經營，提升對

校務發展之效益，針對校務資金運用於

投資暨取得之收益及管理運用，已依據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訂有「國立中興大學投資取得

收益之收支管理要點」，並組成投資管

理小組。 

二、系上如有理財專家也可推薦給校方，供

作投資管理小組成員之遴聘參考。 

【總務處】 

本校本校為處理投資事務，已組成 5~7人投資管

理小組，委員包含校內外具投資理財專業人

士，其中亦包括財金系教授，可提供財務相

關專業意見。近年來，校務基金投資討論已

不侷限於定存項目，並隨時關注著全球財經

動態，做好多元投資的準備。 

 

 

 

 

 

 

 

 

 

 

 

學 生 會 

 

 

 

 

 

 

 

 

 

 

 

 

一、新蓋的男宿什麼時候會開放入住? 希

望對新建男宿有更多公開資訊。 

 
學務處

（住輔

組） 

男宿興大二村新建工程為地下 2層地上 10 

層之建物，共有東、西、南三棟，總計 1,206 

床位，四人房 852床、二人房 354床。相 

關收費業已於今年 2月 21日公告於住輔組 

網頁/最新消息。本案刻正辦理初驗，預計 

今年 12月辦理正驗，後續傢俱、空調及網 

路設備陸續進場施作，預計明年 9月開放 

入住。 

二、中興的累積雙二一退學制度是全台灣

數一數二嚴格的，大部分大學都是累

積三二一或連續二一才會退學，甚至

很多學校都已取消二一制度，學校既

然已經有六年畢業的期限規定，雙二

一制度是否就可以取消。 

 

 

 

 

教務處 

(註冊

組) 

一、本校曾於89學年度以前廢除學業成績不

及格退學之規定，由於教師反應學生上

課態度消極、學習狀況低落，因而於90

年度第41次教務會議再次提案恢復學

業成績不及格退學之規定。 

二、目前查詢各學校因學業成績不及格勒令

退學之規則如下表，敬請參考。 

學業成績不及格 學校代表 

連續 2次 

臺大 
( 第 一 次 累 計

1/2、第二次累計

1/3) 

累計 2次 
清大、中興、成

大 

累計 3次 中正、中山 

連續 2次或累計 3次 交大 
 



 
5 

 

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9.12.02會前書面提問) 

 

 

 

 

 

 

 

 

 

 

 

 

 

 

 

 

 

 

 

學 生 會 

 

 

 

 

 

 

 

 

 

 

 

 

 

 

 

 

 

 

 

 

 

 

 

 

三、學校靠國光路一側的生機系停車場入

口，常有機車為了躲避太陽而停在入

口前的樹蔭處，造成後方要騎進去的

學生必須閃躲他們，甚至是緊急剎車

再繞過去，造成學生行車安全的危險

性增加，是否能將該處的樹枝定期做

修剪，甚至是整棵砍掉，讓該處無樹

蔭可躲。 

總務處 

一、樹木之植栽，本為環境綠美化，並有助

空氣品質、氣溫調節，如有枝條垂落、

不當生長致有斷落危險，本處均會安排

修剪。 

二、有關同學所提問之內容，該類機車未依

規定停等，妨礙用路人通行，應回歸交

通管理相關法規，由主管機關查察、糾

正。擬通知本區市警局協助取締，依法

裁罰。至於同學提及之整株砍除的作

法，實為不宜。 

四、可否整修學校破碎的人行道： 

  理工大樓旁人行道、理學大樓與資訊

大樓周遭人行道（動線非常奇怪，走

到一半會被水泥擋住）、電機大樓與應

科大樓人行道、興大園道與圓廳旁鋪

面不整齊，請總務處好好處理。若不

打算處理也寄個罐頭回應信件給我，

讓我放棄這件事情，謝謝！ 

總務處 

一、本處訂有「道路維護管理手冊」，不定

期巡檢校區各項公共設施(如：道路路

面狀況、無障礙設施狀況、漏水等問

題)，就待改善事項通盤檢視，評估實

際急迫性進行修繕，先予敘明。 

二、經評估為改善應用科技大樓周邊連鎖磚

破損問題，本處已於 108 年及 109 年暑

假分 2期將應科大樓北側連鎖磚改為 AC

舖面，第 3 期「應科與電機大樓間之鋪

面」已提出請購，俟請購完成即派工施

作。 

三、理學大樓與資訊大樓周遭人行道，前已

洽本校開口契約建築師討論合適方

案，俟方案確認後，將編列預算增加無

障礙通行道，以利身心障礙者通行。 

四、所述「圓廳與園道間之鋪面」，未指明

詳細位置，園道鋪面狀況不佳，係屬臺

中市政府權責，將函請市府協助改善，

以維本校師生安全。 

五、男宿往學校的路過於狹窄，人車混雜

很難走，還常常有機車騎士很快的騎

過去，感覺滿危險的。能不能稍微拓

寬一點，或者人車稍微分道，這樣那

裡的交通亂象也許能大大的緩解。 
總務處 

一、男生宿舍往學校道路該路段緊臨忠明南

路地下道，有關道路拓寬除影響本校田

徑場、男生宿舍現有配置外，其拓寬非

由本校可逕自為之。 

二、有關男生宿舍北面臨忠明南路地下道之

花檯，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綠川興城施工

將於 12 月中旬進行拆除作業，俟拆除

完成後即可緩解交通亂象。 

六、在實習商店旁的立體停車場，車位永

遠不夠停，多次觀察之後發現，有許

多機車並不是學生而是附近居民

的，這個攸關於學生的權益問題，是

不是該好好正視一下呢？ 

  我認為要區別學生與居民的身分差

別，既然立體停車場設於學校內，那

總務處 

一、有關限制外來民眾停車的問題，因本校

基於大學社會責任的理念：回饋社會，

與周遭社區緊密結合，並未針對此區域

有太多限制，而周遭民眾於立體停車場

停車仍屬零星少數，多數還是本校同

學，故目前該處還是不限制。 

二、另安裝刷卡機或柵欄限制出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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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9.12.02會前書面提問) 

 

 

 

 

 

 

 

 

 

 

 

 

 

 

 

 

 

 

 

 

學 生 會 

 

 

 

 

 

 

 

 

 

 

 

 

 

 

 

 

 

 

 

 

麼應該設置感應學生證之類的停車辨

別機器，如此一來，就只有學生能使

用，若不區別開來，在附近上課的學

生，車位永遠不夠停。 

許可以有效防止非本校人士入內，但勢

必會造成同學們早上或中午尖峰時段

出入時因刷卡塞車、潛在跟車等衍生安

全問題，綜上多方考量，加裝柵欄一事

仍需審慎討論是否合適。 

七、希望圖書館自習室可以 24 小時全天

開放。 

圖書館 

謝謝學生會的建議。 

關於同學希望自習室 24 小時全天開放，圖

書館就目前服務情況、期末考 24 小時開放

使用分析及 24 小時全天開放支出成本說明

如下： 

一、 目前服務現況： 

圖書館為提供同學自習的需求，於地下

一樓設有自習室 160 席位，平時每日開

放至晚間 12 時，考試期間特延長開放

總館 1-2 樓至晚上 12 時，期末考期間

自習室為 24 小時全天開放，考量同學

夜間安全，期間特別協請總務處駐警隊

短期支援巡邏，如果 24 小時全天開放

使用，由總務處長期支援巡邏勢必造成

校警人力調配難度。 

二、 自習室期末考 24小時開放使用分析： 

截至目前，自習室已實施 5次期末考期

間 10天 24小時全天開放，經分析使用

情形發現整體夜讀期間的總使用人次

及預約人次均呈現下滑，有些時段使用

人次為個位數，而於零晨時段 3時開始

其使用成效不如預期。 

三、自習室 24 小時全天開放支出成本試算

自習室提供 24 小時全天開放所需支出

項目包括水電、空調、燈光、清潔、保

全等，粗略估算每月需支出 118,152

元，一年需增加支出經費 1,417,824

元。 

在考量同學安全、期末考期間自習室 24 小

時全天開放使用率不高及增加學校經費負

擔的情形下，目前暫不考量自習室提供 24

小時全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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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9.12.02會前書面提問) 

 

 

 

 

 

 

 

 

 

 

 

 

 

 

 

 

 

學 生 會 

 

 

 

 

 

 

 

 

 

 

 

 

 

 

 

 

 

 

 

 

 

 

 

 

 

 

八、請問為何學生學術論文獎勵辦法中第

三條的申請資格中，除了申請人本人

為通訊作者兼第一作者皆可拿全額

獎學金外，其餘作者皆須有本校教

師、研究人員否則獎金減半或不符合

資格?   

  本獎勵辦法第一條指出： 

本校為鼓勵學生積極從事研究，提升

學術水準，強化研究型大學基礎，對

研究表現卓越之學生給予獎勵，特訂

定本辦法。 

倘若學生有能力與國外或他校學者

共同發表論文，且本身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那為何論文還需要掛學校

老師或研究人員的名字才能獲得獎

勵？以我自己的案例中，我今年度原

預計申請 6篇 SCI 論文，六篇文章

中，我每一篇都是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但其中只有 2篇我是第一作者

「兼」通訊作者，2篇我是第一作者

但不是通訊作者，2篇我是通訊作者

但不是第一作者，且因為所有文章都

是與國外學者合作，因此我並沒有掛

任何的學校老師或是研究人員，但卻

因為如此，2篇我是第一作者但不是

通訊作者的獎學金被減半，而 2篇我

是通訊作者但不是第一作者的獎學

金完全拿不到，第一作者的 credit

不就應該與通訊作者相同嗎？如果

這個辦法是為了鼓勵學生發表論

文，那應該由學生是否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為標準，並不應該加入學校

老師或是研究人員做為評比標準。 

學務處

（生輔

組） 

一、學生學術論文獎勵辦法第三條各項有關

申請資格認定，係參酌「學術研究績效

獎勵辦法」並於 102 年度第 380次行政

會議進行修正；該次修正之重點旨在將

原學生學術論文獎勵申請人資格由僅

限學生為「第一作者及貢獻度等同第一

作者」方得申請之規定，修正為學生為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及貢獻度等同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符合相關規範者」

均可提出申請，實為對於申請人資格之

放寬，有利學生申請。 

二、另學生學術論文獎勵主要經費來源為

「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故論文獎勵

設立之實質精神及目的，乃在於鼓勵學

生於本校就學期間，能夠善用學校提供

的各項學術和研究資源，積極與本校教

師及研究人員進行相互的學習與研究

合作，並對其合作成效和研究產出，除

額外給予學生獎學金之獎勵外，更冀望

得藉此團隊合作之激盪，共同提升本校

師生雙方的研究量能與學校整體學術

水準，故學生學術論文獎勵範疇應定位

於「本校學生與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共

同合作產出之研究論文發表」。基此，

學生學術論文獎勵辦法第三條對於論

文通訊作者、共同作者需列名本校教師

及研究人員之相關規範，實為必要且有

益於提升本校學生與教師或研究人員

共同合作之研究量能，達成本校學生學

術論文獎勵此項獎學金設立之目標。 

九、請問綜合大樓四周能否禁菸？雖然我

是日間部學生，但晚上上進修部課程

時總是看見成群學生在大樓四周吸

菸，煙味濃濃飄過來、飄到綜大裡面，

連到了三樓的洗手間與教室都能聞

到，受教品質變得十分惡劣。牆上已

經有貼告示，但根本沒有效用。    

我想校園內全面禁菸應該是非常必

要推行的政策，任何教職員生都沒有

任何義務去吸少部分人的二手菸傷

身，何況身為學生，只是想要擁有好

總務處 

學務處

( 健 諮

中心)  

【總務處】 

一、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5、16 條，大專校

院內除「吸菸區」外，全面禁止吸菸。 

二、本校吸菸區之設置係由各管委會評估需

求及管理之可行性，提出申請，由總務

處設置。 

三、本案建請進修部、創產學院等綜合大樓

相關使用及管理單位加強宣導公告並

管理勸導，如有需要，可會同環安中

心、健諮中心、駐警隊等單位查察制

止；同學亦可自行蒐證，向台中市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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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學生 提問或建議改進事項 
負責 

單位 

業務主管單位說明或回覆辦理情形 

(109.12.02會前書面提問) 

 

 

 

 

 

 

 

 

 

 

學 生 會 

 

 

 

 

 

 

 

 

 

好上課的基本品質。若能規劃離教學

區很遠的吸煙區也是可以考慮的，能

顧及上課同學權益與菸癮者需求，違

者依處罰條例辦理，個人認為是比較

妥適的。中興大學是中部地區有名的

好學校，但基本的環境維護希望也能

跟上頭銜。謝謝校長。 

局 或 直 接 撥 打 檢 舉 服 務 專 線

(0800-531531)，逕與檢舉。 

【學務處（健諮中心）】 

本校經教育部指派於 110-111年擔任菸 

害防制校園示範學校，有關後續無菸校園 

及吸菸區合理規劃部分，將與相關單位及 

學生會討論後，擬於本學期學校衛生委員 

會提案討論，經會議決議後施行之。 

 

十、管院管委會態度惡劣，對需要幫忙的

學生態度極不佳、需要教室做學術研

究收清潔費、下一節上課不能提早借

教室。 

社 管 

大 樓 

管委會 

一、有關反映人員態度不佳已經轉知相關人

員改善。 

二、社管大樓管委會經會議決議訂有社管大

樓公用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公告於管

理學院、法政學院之網站專區)，學制

內課程為優先使用且免收費，其他各類

活動依該標準收費。 

三、社管大樓公用教室之管理原則為基於安

全考量，非登記之借用時間無法隨意進

入。(同學也可於社管大樓中庭座位區

或便利商店座位區休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