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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3 學年度新生家長座談會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3 年 11 月 8 日 下午 3：00 至 5：00 

地    點：成功廳(光復校區) 

主 持 人：黃煌煇 校長 

出席人員：學務長 林啟禎、教務長 林清河、總務長 黃正亮、國際事務長 黃正

弘、文學院院長 王偉勇、理學院院長 柯文峰、工學院院長 游保杉、

管理學院副院長 嵇允嬋、醫學院教授 林志勝、規劃設計學院副院

長 吳豐光、電資學院教授 陳培殷、生科學院副院長 曾淑芬及學生

家長約 600 多人。 

記錄：林淑娟 

 

壹、 校長致詞： 

歡迎各位到成大來參加新生家長座談會，也利用成大 83 年校慶大家

可以到學校來看一看，今天是新生家長座談會，不是母姊會，新生家長座

談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家長把同學送到成大來以後，對於學校有一些瞭

解，家長把學生送到成大來是希望他長大成人，孩子已經到該獨立的時

候，請家長適度放手，讓學校來幫忙把孩子訓練成一個能面對問題、決解

問題的大人。同時，呼籲不要再凡事為學生解決事情，課業、生活有任何

問題，讓孩子自己學習處理，這樣學生才能獨立。也恭喜家長將孩子送到

成大來學習，成大的家長很有眼光。成大共有九個學院，系所完整，在成

大讀書可以接觸到不同的領域、多元學習；南部生活消費較低，風氣純樸，

成大校園廣闊，成大的老師教學認真，師生情感密切，教出來的學生個性

平和、穩健，因此成大畢業生向來是企業、產業界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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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可鼓勵同學多多參加社團，成大學生社團約 140 多個，不要

只會讀書，成了書呆子，要會讀書也要會做事，參加社團可以接觸不同的

學生、擴大生活層面，懂得跟別人互動，培養人際關係；宿舍方面，成大

已向銀行貸款九億元，要在東寧校區新建一千多個床位的宿舍，預定年底

就可以動工；此外，成大圖書館設備完善，可以多加利用，吸收不同的知

識，同時要告訴同學養成良好生活習慣，準時上課、不要穿拖鞋上課、不

要帶早餐到教室邊吃邊上課等，好的習慣一生都受用。 

最後，再拜託各位家長，讓同學在他的人生過程當中，選擇自己興趣

的路，人生要過快樂、能幫社會做事情，所以讓他自由發展才是最重要。

成大的學生經過四年訓練，成功訓練後，將來有成就時回饋成大造福學弟

妹，謝謝各位。 

貳、 介紹與會主管(略) 

參、 家長建議: 

一、 少子化是否影響成大學生素質與競爭力，成大如何培養學生的國際競爭

力？ 

校長 黃煌煇答覆： 

成大將擴大招收海外優秀學子來成大就讀，以期帶來良性競爭；近年來專

程赴馬來西亞招生考試，錄取者都是當地極為優秀的學子，優秀程度不輸

北一女或建中學生。經過統計，他們在成大的成績都名列前茅，最差的成

績是班上第四名。明年成大要到香港、澳門招生，也規劃要到印尼、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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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優秀學生。 

國際事務長 黃正弘答覆： 

成大近年來積極推動國際化，國際學生人數六百多人，來自世界六十六個

國家；其次，成大每年前來的國外交換生有四百多人，也送出四百多名學

生到海外交換學習，家長可積極鼓勵學生參加國際交換學習，包括在老師

帶領下參加國際會議、申請短期交換等，也推動雙學位制，都是要開拓學

生的國際視野，進而增加競爭力。 

 

二、 請問學校如何為學生食品安全把關？ 

學生事務長 林啟禎答覆： 

成大是教育部食材登錄的示範學校，校內現有的兩個餐廳，食材來源有履

歷相當清楚，衛保組人員也積極督促校外的餐飲業者注意飲食衛生，只要

有學生反應，學校會出面督導。 

 

三、 宿舍寒暑假需要清空，離宿程序繁複造成學生不便，開學前才可入住？請

問大二、三、四的學生，住宿舍的機會高嗎？ 

學生事務長 林啟禎答覆： 

宿舍床位有限，目前有六千五百個床位，但成大學生有兩萬多人。在寒暑

假有很多學生的活動，學生需要入住。學校是希望學生養成環境整潔的好

習慣，把內務整理好方便離宿，這也是一種生活的教育。寒暑假只要登錄

繳納住宿費即可入住，如果沒有要入住則需要搬離，以便活動辦理的需求。 

不設籍台南市的大一新生都可住宿，大二以上是用抽籤的方式，如果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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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狀況或表現良好，抽中宿舍機會就會增高，例如：願意擔任幹部、舍長、

樓長宿舍自治單位幹部，可以保障其床位。願意付出就能獲得一個比較好

的機會。 

 

四、 學生的人格成長、兩性關係、愛情困惑時應如何面對？ 

學生事務長 林啟禎答覆： 

在校園裡有很多關於人格成長、兩性、愛情如何面對的演講課程，正式的

通識教育中也有許多有關兩性教育或是人格成長的課程，期許他們多留意

這些訊息。有任何困惑也歡迎至心理健康與諮商輔導組，有專業人員可以

協助。 

 

五、 鄭捷事件學校如何輔導？ 

學生事務長 林啟禎答覆： 

校園裡面只要有任何社會事件牽涉到成大學生，我們會針對他的同學、朋

友進行協助，方式包含團體諮商或個別的諮商。成大擁有全台灣大學中最

多的臨床心理師，有任何需要的地方心輔組都會提供協助。 

六、 學校透過那種方式讓家長更了解自己小孩在學校課業學習情況？ 

學生事務長 林啟禎答覆： 

學校有預警制度，學校有系上導師還有系所心理師，所以有很多管道可以

作聯繫和聯絡，最密切的還是導師，希望家長可以多和導師作接洽和聯絡。 

 

七、 學校行事曆期末考結束最後一天註記是1月16號，請問各科系老師有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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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期末考延至1月16日之後？ 

教務長 林清河答覆： 

期末考試時間調整須所有學生同意，如有老師未依相關規定辦理，校方會

介入調查。 

 

八、 老師預訂課綱和實際教授課程內容不同領域，請問上課內容如何通過評

鑑？ 

教務長 林清河答覆： 

授課老師需於上課前與同學說明包括教學內容、方式等等。如有不相符情

形可以請學生跟教務處反應。 

 

九、 子弟是不是適合讀機械系?雙主修或修輔系是否較沒機會如期畢業？繼續

念研究所需要性? 

工學院院長 游保杉答覆： 

可以多和學長姐請教，也可以多去實驗室作了解，進一步了解機械未來的

發展情形，再去作評估適不適合。機械系如修五年有些是自己的生涯規劃

而延畢，如準備考研究所。機械系有開英文班，也可以透過此來增進英文

程度。是否就讀研究所的問題是在要不要做更專業的探討，就讀碩士班作

論文可以和教授和產業接觸，可以增進畢業後就業的機會。 

 

十、 請問對於工設系的學生，不知道是否符合自己的興趣，校方有輔導學生性

向潛能的資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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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學院副院長 吳豐光答覆： 

 工業設計的出路很廣，同學可以依照自己興趣考慮未來的貢獻，選擇自己

的未來。老師和同學都會做最好的協助，透過學長姐和同儕可以做到很多

成長，在大學學了甚麼專業很重要，更重要的是如何表達和與人互動、相

互學習，對將來影響更深遠。 

 

十一、 加簽選課的部分系承辦人員不同意選課？ 

教務長 林清河答覆： 

受限教室容量，部分熱門課程會有無法加簽的情況。在整體學校資源及

原系學生受教權的考量下，選課系統有設定人數上限，以維護教學品質。 

 

十二、 建議校內的轉系名額可以多一點？鼓勵孩子更勇於發展適當興趣? 

  教務長 林清河答覆： 

轉系名額須依照教育部之規範辦理，學生除了轉系外，亦可選擇參與跨

領域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等多元學習，為未來生涯規劃能有更多的

啟發與觸動。 

 

十三、 如何加強學生外語能力與世界知名學校交流?如何爭取或具備何種資

格、條件到國外當交換生？ 

  國際事務長 黃正弘答覆： 

目前成大的國際生，大約有六百多位，如果再加上僑生的話，目前大約

有一千三百多位的外籍學生，在平常互動中會對學生的國際觀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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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目前有幫助外語能力的措施，第一個是成鷹計畫，可以增強英文能

力，和一些英語的進階課程，安排很多的英語授課，可以逼迫學生加強

在英文方面的能力。學校也訂定了英文的畢業門檻，要求要通過全民英

檢或多益等，給學生學好英文的動機。 

近幾年的交換生說明會，學生的反應熱烈，學校有設立鼓勵學生的暑期

研修、雙學位等的獎學金；如果同學有意願到國外交換，需要提供的課

業成績、語文成績、讀書計畫等等，蒐集資料後會經過委員會的審查，

成績優異，當然比較可以優先選擇想去的國家或學校。符合成大條件的

學生除了會有ㄧ些獎學金補助生活費、機票費之外，同時，也會以專簽

方式把當學期的學雜費抵掉。如果家長希望自己的子弟參加交換生，要

留意的是提早準備英文檢定。每年有兩次的說明會，也會把資訊公布在

國際處的網站上。 

 

十四、 學校有提前畢業的規定嗎？若有藥學系是否包含在內？可否於五年內

畢業？藥學系是新設系所，和臨藥所使用同一空間，是否有做空間重新

規劃或分配的計劃？ 

醫學院教授 林志勝答覆： 

如果學校有提前畢業的規定，藥學系也會包含在內，但系主任可以決定

是否通過學生提前畢業；藥學系的學制是六年，在醫學院從來沒有人提

前畢業，延後畢業的倒是很多，通常是因為課業成績不佳。提前畢業要

去考量提前畢業的目的是甚麼，時間是不是要拿來學其他的東西，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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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目標是藥物科技的研發，是全國藥學系裡唯一有這樣的特色目標

的，更多的細節可以在藥學系裡面了解。 

在醫學院裡所有的教室都是共用的，各系所安排課程都是合用教室，在

未來的短期之內是不會有問題的，尤其是校方已經通過醫學院蓋新的大

樓的計畫，目前正進行做細部規劃，所以在第一屆的藥學系學生畢業前

就可以解決。 

校長黃煌煇答覆： 

做一個補充，原本就有臨藥所，成立二十年的期間研究成果很好，校方

就向教育部申請成立藥學系，申請成立藥學系通過之後，教育部要求再

多安排十位教授，總共二十五位教授。 

 

十五、 資訊工程系未來出路，大學完成後，若再選研究，成大研究所環境？學

校某些科目，教授給的成績和別的學校比起來偏低，對有要申請國外留

學的學生比較不利，會有影響？電機系的設備老舊，電腦很舊速度很

慢，整棟大樓氣氛都很沉重，希望能改善電腦設備、系館燈光及設備。 

電資學院教授 陳培殷答覆： 

跟電腦相關的所有程式設計，都是資訊工程系的工作範圍，比如說醫

院、銀行，或包含手上所有的手機或平板電腦，或所有電腦用的軟體程

式，都是由資訊工程的人來完成的，所以資訊工程的出路是相當好的。

在台灣目前的電機資訊的產業，如果要去中大型的公司，都要念到碩士

畢業，所以電機和資訊這兩個系最好都是念到研究所。補充剛剛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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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畢業，電機資訊學業的提早畢業方式是很完整的，如果成績在前10%

到20%，大概都可以三年半畢業。 

電機系的老師對學生的期許應該是比較高的，因為希望學生的品質有保

證，所以系上作業的批改會比較嚴格一點，如果針對有學生希望到國外

留學的，會把這個問題帶回去給電機系的系主任，目前沒有看到有關這

個的影響；請大家諒解電機系本來就是比較難念的科目，要學的東西也

比較多。這幾年學校對電資學院的補助很多，所以電機系已經把一些電

子設備、實驗設備的部分更新了，至於電腦部分的問題我不確定，會把

這個問題帶回去；至於燈光的部分，電機系的系館在成大裡面算是比較

大，它有兩大棟，您提的應該是舊系館那棟，目前電機系有規劃會在中

庭那邊做一些造型、擺設，還是會把燈光的問題帶回去請系主任盡快處

理。 

電機系主任補充說明： 

電腦資訊設備與軟體因更新速度快，在經費有限下不容易一次到位；汰

換電機系已規劃逐年更新計畫來解決此問題。針對大樓氣氛沉重之問

題，系上會邀請系學會一起探討及改善此問題。 

 

十六、 請問貴校有原住民中心嗎？對於來自部落，不是平地都市長大的原民學

生，可能有文化適應、學習落差、社會價值觀差異等多方面困擾，除心

輔中心，學校設有原住民專職導師嗎? 

學生事務長 林啟禎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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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有原民社，社團的部分有請老師指導。 

心輔組補充說明： 

本校各系所均有設置導師編組，另教務處亦針對學業需加強輔導之學生

(含原住民學生)辦理「學生個別課業輔導活動」；現在社會環境多元，學

生的問題也日漸複雜，可以試著鼓勵貴子弟向導師或系上反映在學習適

應上的問題與可能解決的方式，針對文化適應學校現有「原住民交流社」

提供交流，如果願意前來心輔組，也可直接與系所心理師聯繫討論。 

 

十七、 學生騎摩托車學校有否安全宣導？ 

 學生事務長 林啟禎答覆： 

摩托車對學生的交通安全很重要，學校不斷的對學生宣導，也有和台南

市政府合作成大周邊的交通安全專案，但還是有很多學生不遵守交通規

則，期許家長跟子女好好溝通，騎摩托車不要求快。 

 

十八、 鄭捷事件、洪仲丘事件，受害者都是成大人，是因為學校太純樸了，該

教導學生自我防衛、自我保護的意識？ 

學生事務長 林啟禎答覆： 

在校園內教導學生的都是完整的生活教育，學習專業、課外活動及人際

關係之外，也教導他們要健康管理、風險管理、價值管理、道德管理，

其實這些都是有在做教育的，但遇到不幸的社會事件，只能不斷與家長

一起共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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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劍橋主流英檢是國際認同，教育部指定公費的檢定標準，建議將其納

入，以抵免大一、二英語。 

國際事務長 黃正弘答覆： 

每一年都會修訂畢業生的英文門檻要求，把相關問題帶回去與外語中心

檢討相關規定。 

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