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生座談會學生提問事項及建議一覽表

103.9.13，臺北中心 103 上聯合導生座談會，推廣教室
提問事項及建議
回應內容摘要
(一)
管理與資訊學系吳政穎主任：
學分學程是屬於必修的課程 不一定，是屬於專業的，像管資系的雲端，你到電腦公司上
嗎？
班，公司會要求你要有雲端相關的科目能力，如考會計師要
有會計系畢業或非會計系的考生需要有修會計相關的學科。
(二)
社會科學系呂秉翰老師：
考律師要有什麼資格，有修 「法學基礎」本來是以考法官、檢查官為主，現在是擴大到
社會科學系的「法學基礎」 其他，若考律師要有法學相關的學科 40 個學分，你要先看考
學分學程，就可以了嗎？
選部的考試相關規定，我們開設的「法學基礎」學分學程沒
有包含全部，但我們都有開很多課，你看考選部要求的是那
些課再去選，我們是希望你在拿到畢業證書時，同時可以再
拿到一張專業的證照。如果想要快速的拿到學分，也可以到
推廣中心去選一些相關的課，再到學校來取得認可，這樣會
比較快，但費用會比較高。
(四)
1.我想在 3 年內修完，但我
只知道上下學期的課程，
接下來我就没辦法填寫課
程以完成我想學的。
2.聽了老師的介紹，我可能
要更改所修的課程，我還
可以更改嗎？
(五)
很遺憾，若社科系可以跟公
行系一樣，考試科目和課程
有相輔相成就好，我修了民
法，學習認證要怎麼申請，
是多少時數?

(九)
我有明確的目標要推甄研究
所的諮商心理師，請問社科
系有没有配合的學分學程?

臺北中心林谷燕主任：
請同學看我們社科系的簡介，下面有本系 103~105 學年度預
定開設的課程：請進入系網頁→課程介紹→課程資訊→預定
開設課程表，你可以在那裡選擇你要的課程及計劃，各科系
都有 4 年的預定開設課程表。等一下你可以到辦公室去辦理
課程加退選。
公共行政學系黃之棟老師：
4 年總表不一定不變，因為考選部有修改，我們就會跟著修
改，但對你們不一定不好，你們也需要跟著改。
生活科學系李淑娟主任：
像保母或教保人員每年有在職進修 18 小時，空大 1 個學分就
18 小時，2 個學分就 36 小時，至於要怎麼申請認證，你可以
去問相關單位。
臺北中心林谷燕主任：
補充一下，社工師課程不只在課堂上，還有推廣中心也有相關
的課程，因為它需要 400 小時的服務學習，如果把社工師相關
的科目放在社科系會太重，而讓其他的同學覺得有壓力，他們
又不考社工師，所以我們把一些課程跟推廣中心配合，有些要
考社工師的同學就只好兩邊跑。
臺北中心林谷燕主任：
我們目前没有規劃諮商心理師的學分學程，我們都比較以國
家考試來配合，如果同學有這方面的需求，我們會往這方面
來規劃處理。
生活科學系李淑娟主任：
我們生科系有輔導考研究所的規劃，你可以到學校生科系網
站搜尋張歆祐老師，請他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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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13，新北中心 103 上新生始業式暨六系導生座談會，5 樓國際會議廳
提問事項及建議
回應內容摘要
(二)
社會科學系方顥璇主任：
修 完 教 育 學 分 可 考 教師 執 基本上教育類是歸屬在社科系居多的，尤其是教師能力的部
照，在社科系、生科系裡都 分，相關教師課程可在社科系的教育學習課程領域或推廣中
有相關課程，我不知該往哪 心修讀，如有不足之處，可建議系上彈性加開課程。
個方向選課？希望在二年內 新北中心陳達武主任：
修完大學學分。
在新生手冊第 6、7 頁，都臚列出免費的學習資源管道，可幫
助學習，希望同學們能踏實的求取學問，請隨時上網收看聽
課程，知識是最重要的，不只是分數，校方投入很大心力製
作教材，又提供課業輔導，請多多利用各種資源。
(三)
生活科學系劉嘉年老師：
目前本人是照服員兼行政人 長照是國家旗艦型計畫，也是未來的趨勢，不過，生科系開
員，未來職業朝向長期照護 的是樂齡生活規劃，從認識老化的正常過程、照護、自我保
安養中心經營，如何選擇生 健及高齡產業的管理，沒有鎖定長照，在『健康—失能—嚴
科或社科系就讀？例：<非營 重失能』進展面上少涉及臨床，而是強調積極老化與成功老
利事業組織>或管理類可以 化，長照是屬於後段嚴重性失能的臨床面，類同衛福部的在
嗎?
地老化社福政策，而自我保健是促進健康、積極老化與成功
老化，故本系的課程在長照產業的聚焦度低。本學系與商學
系合作高齡產業方面的管理課程，您可搭配社科學系在老人
福利方面及社工方面的相關課程以提高專業素養，機構管理
的課程可建議系上另開課程。
商學系王瀅婷老師：
本系有開設<銀髮族事業概論>，其他可以建議開課，採系際
合作方式規劃。
社會科學系方顥璇主任：
各系可根據需求，規劃系際組合課程。關於長照的政策訂定，
若擴大來看，目前的樂齡學習課程、<非營利事業組織>與相
關管理課程可選讀。
(十五)
新北中心陳達武主任：
何 時 可 決 定 以 哪 個 學 系 畢 最後以哪個學系畢業是完全由您自己作決定的，在校修課的
業？是學校自動幫我們歸在 過程中，您隨時可以調整興趣所在，請記住主修學系要 75 個
哪個學系嗎?
專修學分、通識要 26 學分，剩下 27 學分自由選讀。第一年
可以先修通識課程，掌握住讀書的技巧後再修看看，您就知
道對哪一科系比較有興趣，再做歸屬即可。
本校與一般大學不同，年齡層分布廣，註冊選課系統最複雜，
校方儘量並盡力滿足學生各式各樣的大部分需求，同時，同
學也要謹記，入學後要調整生活作息，預祝您的求學之路順
利。
生活科學系劉嘉年老師：
從學生角度來選課，通識可先修選，在新生的賞味期間，也
可以各系課程選一下，在第一年賞味期給自己最大的空間，
再來決定最有興趣而有把握的學系當主修。本校也有一魚二
吃式的課程，選課時的科目名稱之後有開設科系又有採計科
系的，就是不同學系皆做為系專修的學科。
社會科學系方顥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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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一下，在第一個學期先試試看是否喜歡空大這種特殊的
學習環境，不要初入學就選很多課，唸不來就可惜了。
103.11.23，宜蘭中心 103 上聯合導生座談會，7 樓演講廳
提問事項及建議
回應內容摘要
(二)
商學系江啟先主任:
考 慮 學 生 年 齡 層 偏 高 ， 期 考試題型是出題老師權責，學校會尊重老師專業出題方式。
中、期末考題型以配合題或 但學校這些年來有關考試方面都已放寬許多，有很多科目都
選擇題或是非題，儘量避免 有出現配合題或選擇題或是非題。
問答題或簡答題出題。
宜蘭中心許道然主任:
有關出題方式、題型，同學之間常有互相對立的情況，此根
源於空大同學有高度異質性使然。學校實無法滿足所有同學
的期望，希望同學亦能尊重老師之學術專業素養。
(五)
宜蘭中心許道然主任:
1.105 年以後設研究所只有 1. 學校目前只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公行系碩士班。
公行系開設，還有其它學 2. 本校研究所係採低學費政策，目前學費未定，但一定比其
系開設嗎？
他公私立大學還低。
2.研究所 1 學分收費標準多
少?
(六)
社會科學系方顥璇主任:
針對衛福部 105 年後社工錄 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公職社工師之應考資格如下：公私立
用資格需大學社會工作本科 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
系畢業，請系主任說明本校 相當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曾修習社會工作(福利)
因應辦法?
實習或實地工作，領有畢業證書。所稱社會工作相當科、系、
組、所、學位學程係指開設之必修課程包括五領域各課程，
合計 15 學科 45 學分以上。社會科學系已積極更新上述必修
課程，待 105 上「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修訂完成後，考選
部公告之 15 科必修課程即全部更新，歡迎同學選修應考。
103.11.23，花蓮中心 103 學年度六學系聯合導生座談會，2 樓會議室
(一)
管理與資訊學系吳政穎主任：近年來課程已逐步更新，校方
課程有些已太老舊了，可否 已安排更新的進度，但無法一次到位，目前更新最快的是無
開發新課程？
書類的課程，搭配外書的使用來更新教材。
(三)
社會科學系方顥璇主任:
1.可否針對年長者或身心障 我們可以體會到同學的辛苦，但也請同學體諒學校的立場。
礙之學生放寬1、2分？如 教育部會監督學校，若本校太過優惠學生，將會受到教育部
學期成績為58分以上，加 的質疑。這問題還是要由制度面來調整，如何補救或者建立
分為60分。
公平的評分機制才是解決之道。
2.考試題型可否減少，如有
些科目考題有是非、選
擇、簡答、問答，似乎太
多了，時間有限寫不完。
(四)
公共行政學系李允傑主任:
有些跨中心的網路視訊面授 這問題其實蠻有道理，但本校在現行人力可能無法負擔假日
老 師 照 本 宣 科 ， 學 不 到 東 課輔這項制度。目前電話課輔需求的量其實不多，學校也安
西。另外，可否在假日安排 排有其他管道來解決學生提問，例如學習如何學習網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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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做課輔，因週一至週五 路駐版留言等等，某些科目的專業名詞用口語解釋可能還無
學生也要上班，無法在上班 法解釋清楚，用文字的方式來解答會更好，可以慢慢吸收慢
時間打電話請教課業。
慢消化，同學或許可以嘗試這種管道來尋求幫助。
社會科學系方顥璇主任:
跨中心網路視訊課程因為是全省性的課程，學校會較為注重
其課程品質，如果真的有這樣不適當的授課，請務必告知系
所，由系所方面調查解決。關於假日課輔，同學若有需求，
請同學務必要讓系所或中心知道，直接尋求系所的協助，我
們可以代為尋求老師，請老師直接跟你聯絡，幫你解決問題。
目前假日課輔制度的實施確實有其困難，但同學若有特殊需
求，可直接向系所反映，等到特例的量增長到常態的時候，
自然制度就能順理成章的建立起來。
(五)
花蓮中心林坤鎮執行長：
本 校 網 路 或 語 音 課 程 的 老 這部分執行上有困難，學校是全國性的教材，由各中心因應
師，教科書的老師和面授教 地區因素而聘請不同老師，但考題大部分仍舊是由教科書中
學的老師是分開的，各由不 出題的，請同學還是以教科書內容為主。
同老師擔任，可否部分考題
由面授老師來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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