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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紀錄及請參閱附件一座談會會議紀錄。 

提問人/發言 業管單位/執行情形 

四、提問 4 

本人 B型肝炎疫苗在入學時檢查為陰

性。上個月注射疫苗，費用對學生而言很貴，

經向成大醫院洽詢後得知已於去(104)年取消

成大學生優惠。 

 學務處衛保組：  

依健保局規定，預防性疫苗注射，在所有醫療

院所都屬於個人自費負擔。醫療院所因劃分等級不

同，而所收取費用亦有所不同。因本校附設醫院屬

醫學中心等級，故所收取費用較高。建請同學如未

來有所需要，應回歸到基礎的醫療單位（診所或地

區醫院）。 

六、提問 6（機械三同學） 

希望宿舍早上可供應洗澡熱水，不要等

到下午 4點才能洗。因早上運動後亦有盥洗沐

浴需求，尤其是冬天。 

 學務處住服組： 

感謝同學的反映，各棟宿舍熱水供應時間各

異。主要熱水時間為夏季六小時、冬季七小時，另

各舍亦有提供電熱水器或小型鍋爐浴室供非供應時

間沐浴。 

為了解及調查住宿生是否欲調整各舍熱水供應

時間，住服組已於 105.05.12組務會議討論通過將自

105學年起，每學年定期以線上問卷方式調查各棟宿

舍住宿生熱水供應時段需求，並依調查結果進行調

整。 

 

七、提問 7（政治一同學） 

關於男女生住宿的比例，男生中籤率

70%，女生 50%。女生中籤比率比男生低，女

生床位數跟女生比例不成正比。是否可將一棟

男宿調整給女生，平衡男女生中籤率，較為公

平？ 

 學務處住服組： 

一、近年大學部舊生床位申請男女生中籤率統計如

下表 Recent success rate by a computer lot 

drawing operation  (rounded to the nearest tenth) 

電腦抽籤中籤率 /學

年 

Success rate by a 

computer lot drawing 

operation / Academic 

year 

101 102 103 104 105 

男生 Male 57.1

% 

56.5

% 

57.3

% 

60.7

% 

63.4% 

女生 Female 41.2

% 

47.4

% 

50.0

% 

49.6

% 

50.3% 

二、本校男生及女生註冊人數比例約為 64:36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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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提供之男生及女生之床位數比例亦約為

64:36 ，應無供應比例失衡狀況。經查因女生

普遍住宿意願較男生高，申請人數較多，爰女

生中籤率較低。 

The male-to-female student enrollment ratio of the 

104th academic year is 64 to 36 and the male-to-female 

bed ratio is 64 to 36. However, female students prefer 

to apply for student dormitory while male students tend 

to share off-campus housing with their fellow 

classmates. With limited beds, th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a bed via the computer lot drawing becomes 

lower when there are more applicants apply for 

on-campus accommodation. 

 

 

八、提問 8 

(二)近期準備交換學校申請，因時差之故，在

進行溝通聯繫時會干擾到室友，因此建議

敬三交誼廳有網路設置，方便我和外國學

校直接聯繫。 

 計網中心：  

一、請利用敬三舍南北棟 3樓交誼廳有線網路上網，

或透過手機行動網路熱點分享上網。 

二、本校學生宿舍約有 100多個公共空間(交誼廳、

自修室、會議室等)，由於無線網路之電磁波問

題、資源分配公平性問題、頻寬管理等問題，目

前暫無在學生宿舍的公共空間建置 Wi-Fi 的計

畫。 

十一、提問 11（醫技四同學） 

（一）認同校長想塑造宿舍 community的概

念。建議可先改善宿舍交誼空間、增加機能性

設施，例如設立 coffee shop，提供優惠價格及

簡單桌椅，讓大家喜歡在那邊聚集、討論，然

後有管道可以提案進行簡單的活動，讓一些概

念會比較容易產生。 

（二）希望敬一舍比照勝利區宿舍提供冰箱。 

（三）關於學生宿舍餐廳營運，廠商疑似因難

以符合學校嚴格的衛生要求規定以及成本考

量因而停止營業，對此有所疑惑。 

 

 學務處住服組： 

（一）（二）謝謝同學的建議，敬一舍已開始與宿舍

幹部著手進行討論，將於 9月份敬一舍舍務會議提

出。 

（三）感謝您的建議，說明如下： 

(1)  本校學生宿舍餐廳係由本校衛生保健組每週定

期檢查餐廳環境及衛生等事宜，住宿服務組每週定

期督核、追蹤其環境與衛生改善情形。 

(2)  關於您所提本校宿舍餐廳衛生督導檢查標準，

本校係依據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相關法規辦理，詳

細法規及餐廳暫停營業緣由，您可至本組網頁-學生

宿舍餐廳查詢，再次感謝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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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提問 12 

（二）The other concern is about the school GPA 

score. I think there was a meeting last year but I 

didn’t attend the meeting. They change the 

policy. From the last semester, they try to apply 

the new GPA system, the 4 point to it. There is a 

problem for me because for those who want to 

apply the other school later.  I know that most 

of schools request for the GPA at least 3.7. But 

before,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in NCKU, the 

highest was 4. So when you have an average of 

75, you make an application very easy. But right 

now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policy.  I 

know there’s a good reason beyond that but I 

didn’t attend the meeting. I want to talk to some 

people like some professors for the good reasons 

for me. What can I get more from the new policy 

and everyone has his own explanation. I see my 

advisor and he gave me one explanation. And 

then I talked to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hey gave me another explanation.  I would like 

to know is it possible to make a meeting with 

students.  

另外讓我很在意的是學校的 GPA 評

分標準。我記得去年有一個相關的會

議但我未出席到。他們改了制度，從

上學期開始，他們嘗試要應用新的 4

分為滿分的 GPA 制度。這會對那些

未來會申請到其他學校的人產生問

題。 依我所知大部分的學校要求至

少 3.7 的 GPA 成績。然而根據成大

的制度，最高只有 4，因此你只要達

到 75 分的總平均分數，你就可以輕

易達到這個標準。然而我目前其實還

不確定這方面的標準。我知道這個規

定有背後的原因，但因我未出席上次

的會議我不清楚。我希望可以跟提出

這背後考量的教授們談談有關我可

以從這新制度得到什麼。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一套說法。我問我的指導教授

他給我一種解釋。然而當我跟通識中

心商量時，他們給我全然不同的另一

 教務處： 

一、 為與國際接軌，本校於 102 學年度開始規畫實

施等第制，案經多次會議討論，決議自 104學年

度起學生學期成績以百分制與等第制並列，授課

教師成績以百分制輸入。考量以往採 5等第制分

數區間過大，無法判別成績高下，因此改採高鑑

別度 10等第制，GPA由 4.0 制更改為 4.3制。 

To link up with the world, NCKU has planned to 

adopt a letter grading system since academic year 

2013. After several meetings and discussions, 

NCKU decided to use both a numerical grading 

system and a letter grading system to mark grades on 

the transcript since academic year 2015, and 

professors mark by numerical grades. Concerning 

the letter grading system in 5 ranges is hard to 

recognize students behavior on study, NCKU 

decided to adopt the letter grading system in 10 

ranges. GPA changed from 4.0 scale to 4.3 scale.  

二、 依上，學生提問及憂慮的問題，新制的相關規

定均已充分考量並解決。請參考以下成績對照

表： 

Therefore, about the question students raised and 

concerned, the new grading system has been 

thoroughly concerned.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chart. 

等級計分法 

(Grade) 

百分制 

分數區間 

積分 

Grade point 

A+ 90~100 4.3 

A 85~89 4.0 

A- 80~84 3.7 

B+ 77~79 3.3 

B 73~76 3.0 

B- 

(研究生及格標準) 

70~72 2.7 

C+ 67~69 2.3 

C 63~66 2.0 

C- 

(學士班及格標準) 

60~62 1.7 

F 59以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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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說法。我在想是否有可能為學生舉

辦一場見面說明。 

 

 

三、 有關本校等第制成績的計算，學生可參考本校

學生成績處理作業要點相關規定，如有不清楚的

地方，可與註冊組聯繫。 

Students can refer to NCKU guidelines for 

students’ grade concerning the calculation of GPA. 

If there are any further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Registrar’s Division. 

 

 

十七、提問 17 

（一）校內為避免汽機車進入校園而設置許多

路障，例如成功和光復校區中間，是否可以用

宣導的方式替代路障。路障雖有效，但造成許

多學生的不便，是否可考慮移除路障？ 

（二）政治系有統計課需使用 SPSS 軟體，因

有 60人修課，但同時只能 50人使用，所以教

授會請有筆電的同學自備筆電至電腦教室上

課。若該時段有其它系所同時使用，不就無法

用電腦教室了嗎？ 

 

 總務處: 

有關建議本校成功光復校區東西軸向道路 1案，說

明如下列： 

 

本校於無駐警之於側門口及校內行人自行車通

行區，設置車阻及身心障礙者可通行之欄杆，係為

阻止汽車闖入、禁止機車進入校園，區隔機車及人

行與自行車動線，藉以維持校園內之通行安全及教

學空間之安寧，並保障行人及自行車用路者之安全

性，亦可降低自行車通過校門車速，減少與道路人

行道用路人事故發生之機率。 

另本校成功及光復校區東西軸向道路，規劃之

初於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工作小組討論，即考量

本校師生員工騎乘脚踏車時，可能與勝利路南北向

用路人產生用路衝突，故於校門口增設車阻，希望

藉由通行不便，降低脚踏車速度，減少意外事故發

生。 

為改善成功及光復校區之間的車流，已於上下

課期間加派駐警指揮交通，並開放活動柵欄；權衡

上述原由，門口車阻仍有設置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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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網中心： 

一、 經洽政治系系辦公室，統計課程於社科院電腦

教室上課。若該教室未自行購置 SPSS 軟體，因

計網中心提供數量為 50套，確實可能產生授權

數不足問題。 

二、 教學單位因授課需要之軟體，若計網中心未提

供全校授權版，因授權數量有限，建議教學單

位自行編列經費購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