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南國際大學 110 學年第 1 學期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開學應變方案 Q&A 

課程相關 

Q1: 110 學年第 1學期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開學「全面課程線上教學」辦理

日期? 

A1: 本校預計於 110 年 9 月 23 日(四)至 10 月 3 日(日)全天辦理。（視疫

情發展、指揮中心指示及教育部指引可能調整。） 

 

Q2 辦理期間，那些課程需要採線上教學? 

A2: 全校所有課程全面實施線上教學。(同步或非同步線上教學) 

   

Q3 全面線上教學期間，體育、實習、實驗、服務學習等實作性課程該如

何進行? 

A3: 全面線上教學期間，體育、實習、實驗、服務學習等實作性課程，教

師可透過手邊線上資源，規劃新型態線上教學課程，例如可以「線上

劃新型態線上教學課程，或由教師、助教操作實習、實驗、 實作影

片等方式進行線上教」，或採其他型式教學替代方案進行(例如擇期

補課)。 

 

Q4 線上教學方式如何查詢? 

A4:  (1) 敬請各授課教師務必在上課前，確認是否已在暨大 Moodle 課程

系統、教務系統課程授課大綱公告遠距線上教學相關訊息(含使

用何種通訊軟體、點名方式、課堂聯繫管道等)，敬請同學務必

注意老師公告訊息，並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2)學生請至「Moodle課程資訊網」(https://moodle.ncnu.edu.tw)，

或至教務 系統查詢修課課程授課大綱，查看課程線上教學進行方

式(同步或非同步)及課程相關訊息。若老師尚未註記，請電話洽

詢各學系系辦公室課程負責人員。 

     (3)相關問題聯絡人： 

https://moodle.ncnu.edu.tw)，或至教務
https://moodle.ncnu.edu.tw)，或至教務


Moodle課程資訊網相關問題請洽：計網中心 

課程相關問題請洽各學系系辦公室課程負責人員，網址：

https://www.doc.ncnu.edu.tw/ncnu/index.php?option=com_con

tent&view=article&id=370&Itemid=299 

 

Q5 全面課程線上教學期間，授課教師可以要求學生到教室實體上課嗎? 

A5: 全面課程線上教學期間，學生無需到教室實體上課。 

  

Q6 同步或非同步課程線上教學影片，需要保留提供學生複習嗎? 

A6: 是的。非同步教學課程線上教學影片，請上傳「數位學習平台(Moodle)」

並將連結網址告知修課學生；同步教學課程影片請留存教學平台或提

供學生連結網址，以利學生複習。 

 

Q7 線上課程進行學生評量建議? 

A7: 

原評量方式 線上同步課程建議評量方

式 

線上非同步課程建議評量

方式 

出席 線上點名  同儕互評 

 以作業繳交點名 

測驗  線上同步測驗 

 Take home exam/Open book exam 

 小組合作測驗 

作業、書面報告 透過 Moodle系統上傳作業或以 E-mail 寄送作業 

口頭報告  線上同步報告 

 分配時刻學生一對一

線上報告 

透過Moodle系統上傳影音

檔 

實作、成果展  線上虛擬成果展 

 請學生直播實作演練

過程 

 線上虛擬成果展 

 透過 Moodle系統上傳

錄製練過程的影音檔 

https://www.doc.ncnu.edu.tw/ncn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0&Itemid=299
https://www.doc.ncnu.edu.tw/ncn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0&Itemid=299


上課教室相關 

Q1 全面課程線上教學期間，老師可以到教室進行教學錄影嗎? 

A1: 非居家線上教學之老師，因線上教學需要，可以到教室上課並請助教

協助錄製教學影片。 

教務處建議課程影片可上傳到 Moodle 課程並將連結網址告知修課學

生。 

   

Q2 全面課程線上教學期間，請問教室會開嗎? 

A2: 教室會開放，以利教師進行學生不到場的線上教學攝錄。如需借用教

室錄製課程影片，請預先聯絡各系所系辦教室管理人員。 

 

學生選課與抵免學分相關 

Q1全面課程線上教學期間，加簽應如何處理? 

A1: 全校課程加退選時間:110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09：00時至 10

月 07日(星期四)下午 14：00 時止。全天二十四小時開放【選課精靈】

供同學上網加退選。 

※請同學務必於規定期間內完成相關程序，如於期間內未完成手續者，依

本校學則第 19 條規定視同未選課，其學分成績不計；退選科目未完

成退選手續者，以未退選論，其成績以零分計算。 

1. 一律以網路辦理，若欲加選【選課精靈】中無法選到的課或擬超(缺)

修學分時，則自行於【校務系統】人工加選填入欲選課號、班別後存

檔並列印。 

2. 授課教師的同意證明得以下列方式證明： 

(1). e-mail至授課教師取得同意證明，視為附件。 

(2). 授課教師親自簽名。 

3. 請於規定時間(10 月 7日下午 14:00 時)前親自繳交，或可 e-mail至

所屬系(所)或課務組信箱：cslin@ncnu.edu.tw 

4. 退選課程請逕自於網路退課，毋須用人工加選單。 

mailto:cslin@ncnu.edu.tw


5. 大一國文課程若有人工加選需求，請填具「大一國文人工加選志

願表」（網址 https://reurl.cc/RbnKRe），由中文系楊助教（信箱：

guowen@mail.ncnu.edu.tw，分機 2603）排定後儘速電話通知課程

班別（毋須透過授課教師）；同學收到通知後，自校務系統列印

人工加選單，填具後以拍照或掃描方式回傳助教，並來電確認。 

6. 特色運動及大一體育課程加選時間自 9 月 23 日上午 9 點至 10 月 

07 日中午 12 點止，特色運動課程加簽作業僅開放大四以上之學

生；大一體育課程開放大二以上尚未修習之學生加簽。請於上述

期間內填寫「110-1 學期體育課程加退選表單」(網址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ann/show.aspx?id=2963e656-351

e-4d72-b7c3-e8afe5e8ec9a&unitId=u200)寄信至

ncnusport@gmail.com，現場不提供人工加選，每門課程提供 4 位

名額受理加簽。本組收到表單後將回信通知加簽結果。 

 

Q2全面課程線上教學期間，抵免學分應如何處理? 

A1: 抵免學分作業於 9月 17 日起至 10 月 1 日止校務系統開放學生申請，

請同學儘早至校務系統填寫列印抵免學分申請書，並檢附開課單位或

授課教師准予抵免之通聯證明紙本 (如同意抵免課程之 email，而

email信件中需說明擬抵免課程名稱及學分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及備妥已修科目學分之中(英)文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正本，至遲請

於系所審查抵免學分資料繳送教務處課務組截止日(延至 10月 8 日)

前向所屬系所申請送件。 

 

線上教學相關 

Q1 學校有提供哪些線上教學資源? 

A1: 本校 Moodle BigBlueButton 遠距教學操作說明： 

暨大教學發展中心網址: 

https://www.ctld.ncnu.edu.tw/elementor-3157/ 

暨大教發中心 youtube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3ca3siyd88&list=PLj0KaDX

0vTj6nohp8vmql1Nv8a1SbBV-F 

mailto:寄信至ncnusport@gmail.com
mailto:寄信至ncnusport@gmail.com


本校 moodle bigbluebutton 教學及資料網址: 

https://moodle.ncnu.edu.tw/ 

 

Q2 假如老師有線上教學技術問題，可洽誰? 

A2: 本校為能使國內外學生皆能安心就學，已架設遠距系統 Moodle 

BigBlueButton(網址:https://moodle.ncnu.edu.tw/)，相關操作資

料 https://www.ctld.ncnu.edu.tw/elementor-3157/。 

 

Q3 假如老師需要洽借錄影設備，可洽誰? 

A3: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錄製設備借用(攝影機、腳架、webcam) 

諮詢管道：教學發展中心連小姐(校內分機 2282/2283)。 

 

Q4 學校 Moodle 系統或 Moodle BigBlueButton 系統相關問題，可洽誰? 

A4: Moodle BigBlueButton:計網中心系統組簡文章組長 (分機 4030)。 

學校網路: 計網中心網路組(分機 4041 至 4048)。 

 

Q5 有個資疑慮的教學互動影片的處理方式？ 

A5: 若未取得個人資料當事人同意，建議勿將互動影片上傳至影音平台。 

 

學位考試相關 

Q1原預定於 109學年第 2學期完成學位考試，因疫情影響，致學位考試延

後，請問學校有彈性處理方式嗎? 

A1: 因疫情影響，109 學年第 2學期學位考試彈性處理方式詳如： 

https://www.academic.ncnu.edu.tw/regist/ 

 

Q2學位考試可採實體口試嗎?可採視訊方式進行嗎? 

A2 : 即日起至 10月 29日，學位考試得採視訊口試或實體口試方式進行，

惟仍須符合當時 CDC 防疫規定。以上規範將視疫情發展滾動修正。 

https://www.ctld.ncnu.edu.tw/elementor-3157/
https://www.academic.ncnu.edu.tw/regist/


 

Q3學位考試改採視訊方式進行，該如何申請? 

A3: 免事先前提出申請。並應秉持公正公平公開之方式舉行。 

 

Q4  學位考試改採視訊方式進行，委員簽名及成績通知書該如何處理? 

A4: 指導教授於書面成績通知書簽名後，以實體郵寄方式或掃描成電子檔，

送各系所辦公室經主任簽名或蓋章後送註冊組登錄。 

 

Q5學位考試改採視訊及電子學位論文上傳等問題，可洽誰? 

A5: 學位考試相關問題，請洽註冊組(分機 2211~2213) 

電子學位論文上傳相關問題，請洽圖書館閱覽服務組(分機 4357) 

 

Q6視訊學位考試需全程錄音錄影嗎? 

A6: 口試舉行當天與學位口試委員們同步口試，並全程錄音錄影存檔。 

 

畢業離校相關 

有關畢業證書領取流程請參閱教務處註冊組網頁： 

https://www.academic.ncnu.edu.tw/regist/ 

學士班採線上離校；研究生採書面離校 

 

Q1 我需親自到校領取畢業證書嗎? 

A1: 學士班學位證書線上申請本人可選擇現場領取、委託他人代領或郵寄

由註冊掛號寄送進行。而碩、博士學位證書則須本人現場領取或委託

他人代領。 

 

Q2 研究生辦理離校流程為何? 

A2: 研究生離校流程如下： 

https://www.academic.ncnu.edu.tw/regist/


1. 請到註冊組網頁下載「離校程序單」，填寫基本資料。 

2.請按離校程序單上之程序先至各單位完成離校簽章。  

3.完成各單位簽章後，請攜帶以下 A、B 二項至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  

  A.學生證：查核身分用，若有遺失且須辦理退費者，請填寫【一卡學生

證票卡申請單】。  

  B.離校程序單：需完成各單位離校簽章（碩、博士班同學需繳交平裝論

文 1 本予註冊組，另須繳交黑色精裝論文 2 本至圖書館）。  

4.如畢業生本人無法親自到校辦理離校程序，可以另附委託書委託他人代

為辦理離校程序領取畢業證書 

 

大一新生線上學習 

Q1  暨大課程資訊網(Moodle)如何使用? 

A1:  暨大課程資訊網(Moodle)使用教學

https://moodle.ncnu.edu.tw/course/index.php?categoryid=87 

 

Q2  本校 Moodle BigBlueButton 如何使用? 

A2: 本校 Moodle BigBlueButton 遠距教學操作說明： 

暨大教學發展中心網址: 

https://www.ctld.ncnu.edu.tw/elementor-3157/ 

暨大教發中心 youtube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3ca3siyd88&list=PLj0KaDX0

vTj6nohp8vmql1Nv8a1SbBV-F 

本校 moodle bigbluebutton 教學及資料網址: 

https://moodle.ncnu.edu.tw/ 

 

Q3  那些課程需要採線上教學? 

A3:  本校預計於 110 年 9 月 23日(四)至 10 月 3 日(日)，辦理「全面課

程線上教學」： 



(1)線上教學課程：全校講義類課程全面實施線上教學。(同步或非同

步線上教學) 

(2)辦理期間體育、實習、實驗、服務學習等實作性課程，可以「「線

上劃新型態線上教學課程，或由教師、助教操作實習、實驗、 實作

影片等方式進行線上教」，或採其他型式教學替代方案進行(例如擇

期補課)。 

Q4  何謂同步線上教學？ 

A4:  同步線上教學係指授課老師及修課同學於課程排定時間(或授課教

師指定時間)同時間線上互動教學。學生登入 Moodle平臺，進入課

程，點擊授課老師建立的視訊活動或連結，即可進行線上學習。(同

步線上學習視訊系統包含有 Moodle BigBlueButton、Teams視訊系

統及 Google Meet 視訊系統等。) 

 

Q5 何謂非同步線上教學？ 

A5:  非同步線上教學係指課程影片預先錄製完成，將影片連結放置到本

校 Moodle課程頁面，學生可於授課教師指定時間內閱覽課程教學影

片。(老師、學生可於不同時間線上學習) 

 

Q6  課程如採線上教學，我該準備甚麼設備才能順利完成課程學習？ 

A6:  學生請自備桌上型電腦或平板電腦或手機等設備，在具有穩定網路

服務之地點即可線上學習。若為同步線上教學請備妥耳機、麥克風，

並事先測試設備可正常使用。(部分採用線上考試的課程，需要準備

電腦攝影鏡頭) 

                         

Q7 同步或非同步課程線上教學影片，需要保留提供學生複習嗎? 

A7:  是的。非同步教學課程線上教學影片，請上傳 Moodle 並將連結網址

告知修課學生；同步教學課程影片請留存教學平台或提供學生連結

網址，以利學生複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