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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目的： 
1.對外：由於同學不斷反映選課的問題，因此希望藉由選課座

談會來了解同學對於選課上的問題以及想法，並且針對學校選

課的系統、制度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看看是否有更好的選課

機制，以便往後反映給學校相關單位進行改善。  

2.對內：希望藉由此次座談會，讓權益部的部員了解同學對於

選課制度及機制上的問題及想法，可以協助同學收集及整理選

課上的問題，呈現給相關單位作為改善的參考依據。  

 
二、活動內容： 

1.擺攤：透過擺攤發放傳單給同學，鼓勵他們填寫線上問卷，

先統計同學對於選課制度有那些問題，並於座談會當天提供給

相關單位做參考資料。 

2.座談會：先由通識中心的主任做通識課程現況的說明，接著

由學生會的成員及通識中心的老師分別帶領同學進行世界咖啡

館的討論，等到討論完畢後再由各桌的桌長向相關單位的老師

及其他同學分享該桌討論的結果，再由相關單位的老師現場對

於結果進行答覆。 

3.世界咖啡館：這是一種同時適合小至 20 人團體，大至數百

人組織的會議方式，它採用咖啡桌的型式分組，解構各種大型

座談會的框架限制，以 4－5 人為一桌，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

朋友展開輪番對談。每一桌在簡單的自我介紹後，各選出一位

桌長及紀錄，討論一定時間後，桌長保持不動，其他組員移動

至各桌，由另一桌的桌長介紹前一輪 的結論，並以此為基礎

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以此種方式進行數回合後，參與者回到原

本的咖啡桌，觀看大家智慧分享的內容，並整理出討論重點。 

三、活動目標： 
1.同學完全了解選課制度 

2.線上問卷回收達 200 份 

3.座談會參與人數達 40 人 

4.有效問卷達 80% 

5.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80% 

四、問卷分析與結果： 
  



 

1.有 79%的同學對於選課規則更加深入的了解。 

 
2.有 89.5%同學滿意以世界咖啡館的討論形式，也有激起同學

們對於討論的興致。 

 
3.有 89.5%同學認為有充分提出選課的問題及建議，往後可以

繼續以世界咖啡館的形式引導同學討論議題。 



 
4.有 79%的同學認為經過此次選課座談會有解決到同學們的疑

惑。 

 
5.有 99.9%的同學認為學生會之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是滿意的。 



 
6.整題而言，有 94.7%的同學滿意此次選課座談會的活動。 

 
7.有 63.2%的同學認為應該由學生會幹部及通識中心老師一同

擔任桌長。有 31.6%的同學認為應該由學生會幹部擔任桌長。

有 5.2%的同學人認為應該由通識中心老師擔任桌長。往後可

以經過評估以及與通識中心負責助理討論過後決定桌長。 

 



8.有 52.6%的同學以學生會紛絲專頁知道此活動。 

9.其他意見 

(1)如果是由老師擔任桌長，希望以系統單位的人為限，

在提出問題時就可以先回答。 

(2)希望時間能夠拉長，有助討論細項。 

(3)如果所有事情都能透明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很多

不知道算不算正義的事情在轉型的時候都是很痛苦的，

但我還是覺得大家都有知道這件事情的權力。 

(4)這次活動時間不夠長 。 

(5)在 Q&A 部分，mymentor連老師都找不到，我都要用

GOOGLE 才找得到 工作人員非常會統整問題，超棒!! 覺

得這次活動十分的好，但我們的問題在場老師卻不一定

能直接幫我們回答(EX 系上問題 /mymentor 等等) 希望

能知道我們何時能獲得答案 另外，希望下次能在選課日

附近之前進行座談會，不只能增加參與也能提前防範問

題。而不像現在已經選完課了，完全沒有補救措施 同時

也希望能有更多老師 OR 無法參與之師長的回答(EX體育

也是大家要選的卻無出現) 謝謝師長與學生會工人的付

出，讓我們能為下一次努力! 。 

(6)座談會時間不夠 討論的時間太短，可依照各階段所

需時間做調整(很多都沒討論到很可惜 QAQ)EX 二三階段

長一點 覺得這次的規劃很棒，還有請老師做事前講解，

討論時也有老師出來釐清= ) 用 PPT講解世界咖啡館規

則也很清楚明瞭 覺得參加的人有點少小可惜 工人超

NICE棒!! 活動時間上可提前，可能在選課前，增加參

與率 想知道提出的問題可否事後做整理及後續追蹤，了

解校方後續處理。 

(7)時間不足，教室壅擠，換位置不易。 

(8)飲料希望是鋁箔包，汽水的聲音有點........  

(9)希望每個參加的人都有發言(有時被打斷) 

(10)三組位置太近會干擾，下次可以分開或間隔坐 

 

五、活動目標達成： 
1.同學完全了解選課制度 

(1)有 79%的同學對於選課規則更加深入的了解。 

2.線上問卷回收達 54 份 

3.座談會參與人數達 20 人 

4.有效問卷達 95% 



5.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94.7% 

 

六、檢討會議記錄： 

    

中原大學學生會  會議記錄表 

會議名稱：選課座談會檢討會 
會議日期： 會議地點：表單回復 
會議時間：  -   主席：游明傑 記錄：郭逸涵 

內容 

一、若要和其他單位合作，須提前確認所有細節，並一起合開行前會、檢討

會。 

二、在會後應和通識中心建立後續討論的機制。 

三、討論內容容易離題，桌長、幹部應控制好時間。 

四、確認老師出席人數。 

五、若有通識老師擔任桌長應行前訓練。 

六、可製作老師的回饋問卷。 

七、若要以世界咖啡館形式討論可延長討論時間。 

八、換桌方式可調整。 

九、桌長應讓大家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十、可改成一桌一個幹部加一個老師。幹部負責整合歸納；老師負責解釋，

才不會有不需要老師參與的問題。 

十一、其餘內容請參照附件一、附件二。 

 
七、活動心得： 

1.總協:這是我這學期第一個活動，也是第一次和別的單位合

作，很開心有這次機會，雖然還是有很多細節都沒有處理好，

但活動還算順利完成，是個很棒的經驗！ 

2.副協: 原本預期是沒有人會認真討論，甚至乾掉，沒想到大

家討論的十分熱烈，導致時間拖延很久，若有下次要再把時間

抓緊。雖然有些選課問題沒有得到正面的回覆，但也挖出了一

些不能公佈的資訊，算是有一點收穫。 

3.桌長: 第一次擔任桌長～覺得是一個很棒的挑戰，雖然不太

懂世界咖啡館的規則，只能盡力歸納大家的想法，覺得自己還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看大家都踴躍的提出意見，過程中沒有絲



毫的冷場，希望以後的座談會也能越來越多人，每場都大爆滿

～大家棒棒。 

4.桌長: 這應該算是學生會第二次參與選課相關座談會，上一

次是在我當權益次長的時候，這次則是當會長的時候。第二次

擔任與選課座談會有關的桌長，每次都遇到許多很不多的議題

與構想，希望今年可以與學校妥善合作，好好地將選課處理到

最好！ 

5.紀錄: 這一次參加選課座談會，原本以為可以順利結束，不

過卻一延再延，不僅是同學踴躍發言的表現，也是師長重視議

題的證明，有些地方也可以增進改善，方便下一屆的學弟妹，

是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6.紀錄: 一開始沒想到大家會那麼熱烈討論，討論到時間比預

計的久。參與這次座談會後也才真的知道一些選課上的運作方

式，還蠻不錯的經驗唷。 

7.紀錄: 這次的座談會不僅有學生，還有許多的相關老師，我

們可以當面把想法與問題直接告訴老師，以達到最直接的做法

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且原本我也不是很懂有關選課的事情，經

過這次我也了解很多自己不懂的地方。 

8.接待: 雖然好像拍太多照了，但是其實把糊掉的啊五官姿勢

太好笑的啊挑掉大概會剩三分之一啦，我應該沒按到連拍，應

該。第一次當工人（發傳單應該不算吧），有滿足參與感，第

一次用部員的眼光看到幹部們用壓力很大的那一面支持著的態

度，還有聽到老師自己爆料，是有收穫的經驗。 

9.機動: 這次座談會還算是順利，就是參與的人員少了ㄧ點，

也少了很多同學們的意見可以提供給他們參考，他們才可以加

以改進。原本預計 12 點半的檢討會沒有開成，有點空轉半小

時的感覺...。 

10.機動: 覺得這次活動其實蠻成功的，不只在人數上，而且

參加的人還願意討論到超過時間，然後其實我後來覺得其實可

以先訂我們要吃的，然後再去拿，就可以不用等那麼久。 

 

 

 

 

 

 

 

 



八、活動紀錄： 

 

 



 

 



 
 

  



九、結算表：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總協:

數量 預算金額 數量 結算金額 科目名稱 金 額

1 餐飲費 便 餐 個 30 2,700$     25 2,030$     學生會費 4,800$     

2 飲 料 罐 50 1,000$     7 746$       

3 文書費 回饋問卷 張 60 30$        60 30$        

4 活動細流 張 50 25$        30 15$        

5 活動傳單 張 2000 800$       2000 641$       

6 美宣費 工人名牌 張 4 40$        0 -$       

7 雜 費 205$       11$        

會長 議長  指導老師 財務部部長

中原大學第二十五屆學生會105-1學年度活動經費結算表

序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收件日期: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5 日

支 出
單位

收 入

 座談會-I 選課座談會

  105 年  10  月  26  日  至  105 年  10  月  26  日

  游明傑 施蘊娟

 結算編號 : 1-2-6-1(款-項-目-節)

3,473$          合計支出(1)

 1.雜費不得超過總金額之百分之五。

合計收入(2) 4,800$     1,327$          增減金額(2)-(1)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