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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家長訪校日答客問彙整表 

提問 回應 權責單位 

Q1學生學習面 

Q1-1 

學生個人 protal，對於學生之上

課或缺課、成績等希能落實登錄，以

利觀察該子學習狀況。 

 

Q1-2 

微積分助教能力是否經校方過

濾?另助教請學生用背的方式，做法

是否正確？ 

A1-1資訊長回應： 

本校首頁有家長關懷系統且已上線使用，家長

在取得貴子弟同意後可線上查詢學習狀況，另點名

與缺曠課紀錄需請該門授課老師配合登錄，家長即

可線上查詢。 

A1-2資院賴院長回應： 

校方對於助教資格有過濾機制，每門課程的任

課老師也會優先挑選他自己的研究生去擔任助教

，在教學品質上較能配合；至於助教的教學方式，

會請任課老師加以注意。 

 

資服處 

 

 

 

 

資訊 

學院 

Q1-3 

遠東集團有提供學生實習的機

會嗎？ 

A1-3副教務長回應： 

遠東集團擁有十大事業體，元智大學以此背景

優勢，與遠東集團合作辦理「遠東集團產學實習暨

人才培訓計畫」，開啟產學資源共享的新經驗，為

企業找到優秀人才，學生也可以得到就業保障。 

此計畫藉由完整一年、兩階段的培育，使學生

及早與產業接軌；第一階段為兩個月的暑期實習，

於此階段表現優異的學生，可正式成為儲備人才並

領有企業提供之獎助學金；第二階段的人才培育為

在學實習與寒假實習，通過考核後即可於畢業後進

入培訓單位任職。 

只要是元智大學選擇畢業後直接就業的大三

或碩士班一年級同學，均可報名參與培訓計畫，由

遠東集團企業人資主管親自審核報名書面資料，並

進行面試，一旦成為遠東集團培訓人才，不僅可於

在學期間培養實務經驗，提早為未來工作進行準

備，並能進而達到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教務處 

Q1-4 

希望學校舉辦的各式活動都能

將訊息公開並且可以查詢相關資

訊，避免因聯繫不易造成家長們困

擾。 

 

 

 

 

 

 

A1-4學務長回應： 

元智大學學生數近一萬人，單位自辦、全校性

活動、正式與非正式的活動加起來數量龐大，活

動中家長如果打手機還是聯絡不上孩子，軍訓室

有一支 24小時聯絡專線可以協助家長儘速聯絡處

理，如果真的有緊急事件發生，本人也會親自掌

握處理。 

總之，學生行蹤的掌握，學校有盡力在做，如

颱風季學校一定會主動清查是否有學生仍在登山

路上未返回。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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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 

英語專班會計授課教授專業絕

不質疑，但是講完課程內容後有關外

籍學生的提問(因為外籍生的口語不

同)教授沒辦法給予滿意的回覆，而

是帶過問題，也可能因口語不同，而

讓教授不了解學生到底在問甚麼。 

PS.當然這只是學生片面之詞，並不

客觀，只讓學校參考。 

A1-5管院曾院長回應： 

據本人從旁了解情況，任教於英專班的會計

授課老師，都是學有專精的會計學博士，且其中

有一位在國外任教多年，在會計的專業素養上是

沒有問題的。 

如果有以上的狀況發生，可能是授課教師考

量全班授課進度與其他同學學習狀況後，先重點

式、簡單地回覆學生的問題；但若學生仍有任何

不懂的地方，皆可透過下課時間或老師 office 

hours時間等方式繼續與老師討論。 

未來也會請授課老師向學生加強宣導，可利

用多元管道把課堂不清楚的地方釐清，如：下課

後的詢問、office hours討論、助教課輔、或與老

師額外約時間討論等，讓學生學習更完整。 

 

管理 

學院 

Q1-6 

資工系大三大四有何計畫培

訓？其內容為何?是否國內外均有? 

A1-6 資院賴院長回應： 

本系於大三開始修習四大領域課程，學生可透

過修讀不同領域課程，加以培訓多項領域之專業能

力，並從中瞭解自身興趣。 

有關培訓，乃是於大三下學期至大四上學期

修習專業實習或專題製作。 

選擇專業實習的學生，透過較長的校外實習

與校內修課之互相交錯學習，體驗專業職場的面

面觀，以及利用在校所學知識解決專業的問題；

選擇專題製作的學生，透過全國性競賽，磨練自

身，並從中提升專業能力。 

另外，也經過參與科技部之大專生專題製作

，提升探討、搜尋資料與撰寫計畫之相關能力。 

 

資訊 

學院 

Q1-7 

如何提升學生的專業能力及英

文能力？ 

A1-7資訊長回應： 

提升專業能力，學生本身要有學習動機，再加

上努力；英語能力之提升亦相同。本校圖書館準備

了很多的英文學習資源，包含 Tutor ABC、彭蒙惠

英語等，同學在線上就可以練習英文增強英文能

力。 

 

資服處 

Q1-8 

我小孩是讀電機，如果要了解他

的成績有哪些途徑？ 

 

A1-8資訊長回應： 

校方網頁上面，有家長關懷系統，我們希望家

長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可是也得尊重孩子的

意願。 

 

資服處 

Q1-9 

請問交換學生會不會延遲畢

業？ 

A1-9教務處會後補充說明： 

學生出國當交換學生，可視為校際選課，學生

只要符合畢業條件即能畢業，與是否是交換學生無

關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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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0 

我小孩是光電系，據他描述，學

校有老師，學生家族模式，似乎只有

外籍老師的那個家族互動較頻繁，請

學校為我們說明 

A1-10資院賴院長回應： 

如果此家族互動模式有造成學生困擾可以直

接跟老師反應或是透過系、院主管反應 

 

電通 

學院 

Q1-11 

圖書館是學生求知重要場所，學

生反應常一位難求？ 

圖書館與資訊在一起，但軟體

硬體應適時更新，以免瀏覽資料速

度慢或當機。 

A1-11資訊長回應： 

本校除了圖書館之外，還有一個位於學生活動

中心的學習中心，各個學院，包括資訊學院、電通

學院和管理學院，都有各自學院的自修中心，也都

是採刷卡管制的，一位難求狀況應該只發生在考試

前一週，所以我們學習空間是很豐富的。 

此外圖書館持續將圖書跟資訊做更新與結

合，比如圖書館系統就是自己團隊開發的一個系

統，可以滿足使用者需求，而且校長特別強調創

新，所以我們都積極不斷地進步。 

 

資服處 

Q1-12 

管理學院大一轉系的方式、時

間、注意事項。 

A1-12管院會後補充說明： 

因管理學院大學部不分系，是以領域別區分，

因此關於轉系有兩種狀況： 

一、由元智大學其它系所轉至管理學院各主修領

域： 

A.辦法：依照每學年度轉系標準及程序申請。 

管理學院各主修之申請標準規則：歷年學業總成

績排名須在全系前 1/3。 

管理學院各主修之審查標準：通過資料審查後，

必要時得參加轉系面試，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各

班班務會議通過。 

B.申請時間：約於每年 3月前後開始辦理，實際

申請時間仍需依照當年度公告時程辦理。 

C.注意事項： 

1.申請資格須符合「元智大學學生轉系辦法」。其

中第四條說明，申請轉系(班、院、學程)學生，需

修業滿一學年才得申請。 

2.管理學院各主修課程有擋修限制，將可能導致延

畢或降轉。 

3.學分抵免：依「元智大學學分抵免辦法」及「管

理學院學士班抵免規定」辦理。 

二、由管理學院內各主修領域互轉： 

A.辦法：依照「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大學部學生主

修領域(班)轉換辦法」辦理。 

B.申請時間：每學年上學期開學後第三周開始辦

理。 

 

管理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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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注意事項： 

1.申請資格須符合「元智大學學生轉系辦法」。其

中第四條說明，申請轉系(班、院、學程)學生，需

修業滿一學年才得申請。 

2.管理學院各主修課程有擋修限制，將可能導致延

畢或降轉。 

Q1-13 

假設英文專班教師授課的專業

能力非常強，但是英語表達能力無法

充分讓學生理解課程內容，教師要如

何在兼顧本國籍與外國籍學生來彌

補這個缺失? 

A1-13管院曾院長回應： 

英專班執行英語教學，老師的教材是英文，講

解也是用英文，面臨的困境是，英文對外籍生來說

他會覺得比較方便，本地生如果英文跟不上的時

候，老師會在中、英文間切換，讓學生瞭解授課內

容。 

英專班會計有兩個班，都是由會計學有專精

的老師來任教，其中一位老師在美國和加拿大有

教學十幾年的經驗，經了解歷年來英專班修課的

情形，由高中生進到英專班來，碰到的問題就是

英文程度還 OK，但是對專有名詞不是那麼了解，

因此老師們會在授課的時候做些調整，學生剛開

始第一學期學習會比較辛苦，但是到了第二個學

期之後，其實就適應了，總之就是我們的老師非

常努力在協助學生，我想學生自己的精進英文能

力也非常重要。簡而言之，在下學期的時候一切

就漸漸漸入佳境。 

 

管理 

學院 

Q2學生就業面 

Q2-1 

可否再說明一下 GMAT特訓。 

A2-1 學務長回應： 

GMAT特訓，主要是針對即將要畢業又想去

海外就業的學生，給予一個全英文的訓練，開發學

生的自我潛能。GMAT成果報告採取模擬面試方

式，非常精彩，全程都是英文發表。所以大三或大

四同學就有機會參加這個特訓，但是名額是有所限

制的。 

元智大學 GMAT海外就業特訓班的目的，在

於培育具備英語能力、海外學習經驗、有強烈赴海

外就業企圖心之同學。透過專業且深度之培訓課

程，包括：自我潛能探索、認識跨國企業、成為國

際團隊成員、跨國企業選才條件、模擬甄選面談，

以及成果發表會等，以期培育之學生畢業後能具備

全球流通的就業力。 

諮就組會後補充說明： 

GMAT講堂於 102學年度首次辦理，共計招收大

四、碩二學生共 23人，本(103)學年度為第 2屆，

 

學務處

諮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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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培育課程學生人數更成長到 35人。GMAT學

員必須經過網路線上報名、繳交書面資料(包括：

申請表、履歷表、自傳、語文能力證明、海外學習

經驗證明等)、書面審核、個別面試，以及參與說

明會等程序，才得以正式錄取成為講堂學員。在全

程至少 24小時培訓課程，以及多次利用網路、

Facebook或 Line等通訊軟體的諮詢請益下，協助

同學打造海外就業的勝利人生，同時創造出專屬於

他(她)的國際舞台。 

特訓班邀請的顧問群，幾乎都具備跨國企業高

階主管或經理人經驗，包括 IMC精英人力資源股

份有限公司劉匡華董事長、HP英國分公司跨部門

前資深經理人Mr. Alex Chu、Globe Union Group 

全球總部前集團副總經理李家宏先生、美國

Wendy’s international前亞洲太平洋區總監劉亨達

先生、美國華生製藥公司前亞洲區總裁羅文森先生

等人。 

Q2-2 

遠東集團關係企業多，是否有注

意元智畢業生就業問題及徵才。 

A2-2  

同 A1-3回答 

 

教務處 

Q3學生生活面 

Q3-1 

大一新生原都可申請宿舍，為何

今年申請不到？ 

A3-1學務長回應： 

學生宿舍只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學校政策是大

一新生優先，且因為宿舍要保留一些給外籍生及陸

生，因為這是國家的政策，這些人到台灣來就學，

原則上我們應該給予一些照顧，儘量讓他們集中在

校園裡面住宿，其實是比較好一點。所以相對的宿

舍的餅就那麼大，一定會壓縮到本地學生的申請。  

 

學務處

宿服組 

Q3-2 

近來食安風暴屢見不鮮，不知學

校對於學校餐廳有何積極的要求和

作為？另外對於食器安全問題，不知

學校餐廳是否仍在使用美耐皿餐

具？可否進一步要求，以保障學生飲

食安全。 

A3-2學務長回應： 

元智大學食安部份是由學務處在主管，我們盯

得非常緊，食材均上網登錄，食材與油的問題請家

長放心，絕對沒有食安問題。 

衛保組會後補充說明： 

有關美耐皿餐具，校方規劃做法如下： 

1.學務處衛保組宣導美耐皿餐具使用安全等相關

注意事項； 

2.環安衛中心宣導使用者自備環保餐具； 

3.學務處宿服組可考慮於合約中明訂餐廳需使用

陶瓷或是 304系列的不銹鋼內用餐具。 

 

學務處

衛保組 

Q3-3 

宿舍抽籤中籤的機率只有 1/3

A3-3  

同 A3-1回答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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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是否有增加宿舍的計畫？貴校

學校宿舍辦理的非常好學習/生活環

境均佳，我的小孩是女孩子，我希望

她能四年都住校。 

宿服組 

Q3-4 

我的孩子住男生宿舍有一狀況

相當困擾及無奈，晚間 11點就寢卻

無法入睡，因為同一層樓的學生

11.12點都還相當吵雜，都須等深夜

1點熄燈後才能真正睡眠，造成第二

天精神欠佳，長久下來相信對學習必

會造成影響，校方是否可以提出有效

的改善方法，不勝感激！ 

A3-4宿服組會後補充說明： 

本案應是住 3315學生家長反應之問題，已對

3313及 3311寢室同學進行規勸輔導，經詢問 3315

寢室學生表示吵鬧情況已有改善，並已將處理情形

回電告知家長。 

另已要求樓長加強維持宿舍各樓層深夜之安

寧，不聽規勸者予以記點處罰，扣滿 25點者將勒

令退宿。 

學務處

宿服組 

Q3-5 

學生住宿生生病看醫生是否考

量下列事項： 

1.學校校護設立

2.學生往返醫院

3.陪伴看醫生(甚麼病看啥科)(附屬

醫院)

4.路程安全，醫院可靠性

A3-5衛保組會後補充說明： 

元智大學目前已有編制 2 位護理師，負責全
校師生緊急救護、醫療諮詢及外傷處理等相關事

宜。 學生生病或意外需轉送醫院，緊急事故通知

119、非緊急者則連絡鄰近計程車接送，並由同學

陪同。 

本校轉診以桃園醫院為優先，車程約 8-10分

鐘可到達。 

學務處

衛保組 

Q3-6 

食安問題：學校餐廳個攤位對食

用油有把關嗎？ 

A3-6衛保組會後補充說明： 

元智大學餐廳皆已實施食材登陸系統 學務處

衛保組 

Q3-7 

1.學校宿舍空調通風口是否有定期

清理？

2.宿舍床位的安排建議校方管理人

員能實際查看，避免不人性的結果

如頭部有冷氣出風口。

3.學校餐廳仍使用美耐皿餐具，希望

加強對業者之餐具衛生健康管理

4.請問校方對餐廳業者是否有稽核

原料來源？

A3-7學務長回應： 

1.宿舍空調通風口有委外廠商定期清理，如果經查

還有這個情況，宿服組會立刻處理。 

2.床位的安排如果頭部對準冷氣孔，可以有兩個做

法，一是自行將睡覺位置對換一下，如果還是不

行，看看是不是可以申請調床位。 

3.同 A3-2回答 

4.同 A3-2回答 

學務處

宿服組 

Q3-8 

居住地離學校約 30~35公里，

每次通車或騎車時間單位約一小

時，來回約花二小時，很花時間，學

校是否有空的宿舍可以申請？ 

A3-8 

同 A3-1回答 學務處

宿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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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其他 

Q4-1 

關於選課問題，目前是採開放時

間，先選先贏，額滿為止的辦法。此

法有時間之配合性，電腦操作較有熟

悉度的同學有利，但是否公平？ 

是否評估仿效其他學校，規定時

間內超過名額時用抽籤方式。謝謝。 

A4-1教務處課務組會後補充說明： 

1.本校選課機制有三階段電腦選課及二階段電腦

抽籤。 

2.第一、二階段選課及二階段電腦抽籤，約在期中

考後至期末考間進行，第三階段選課則在次學期

開學前後一週進行。 

3.第一階段選課各課程不設人數上限，在第一階段

選課作業截止後，選課人數若超出人數上限，將

進行二階段電腦抽籤，由學生上電腦系統抽籤。 

大一新生第一學期因九月份才入學，直接參與第

三階段選課，其必修課程已先行配班。第二學期

起則依選課時間參與三階段電腦選課及抽籤。 

 

教務處 

課務組 

Q4-2 

學校體育場所，如果夜間要使用

健走或慢跑，是否要付費使用？ 

A4-2總務長回應： 

操場夜間使用是免費，如果是休閒中心的健身

設備，則有時間與費用上的限制。 

 

總務處 

Q4-3 

最近很多大學生做出一些脫序

行為，請問學校可以做些甚麼？媒體

提及很多博士豬排、博士雞排，學非

所用，請問學校如何應對？ 

A4-3校長回應： 

元智大學的學生好像都沒有被發現有一些不

良的行為，真的講起來蠻有氣質的，然後不會那些

有的沒的發生，我想我有信心我們家長也應該要有

信心 

博士雞排是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的供需問

題，也是國家政策嚴肅問題 

 

 

Q4-4 

請問校長對於不適任的老師是

否有評鑑退場機制？ 

A4-4校長回應： 

這是台灣每一間學校共同面臨的問題，教育部

也要求學校的老師要有評鑑，讓不適任的老師應該

要有退場的機制。每所學校在制度上都有評鑑，但

是並沒有做得很徹底。每一門課在期末時都有問

卷，我們會根據問卷結果，如果老師教學的成效不

是很好，我們會去勸導跟輔導，不過孩子在填問卷

時多半也蠻客氣，所以問卷的結果，認同教師的百

分比蠻高。 

如果覺得某位老師有特殊問題，而且有證

據，可以跟學校反應，學校應該會處理，而且元

智對新聘老師有所謂六年條款，這是跟美國學

的，六年之後評鑑的表現不佳，會請之離開學校。

在平常每年學校也有進行教師績效考核，根據老

師的表現，適度地給予一些意見。 

 

 

 

 

秘書室 



8 
 

Q4-5 

請問交換學生是否有系所限

制？請問學校是否有托福或多益考

試管道？ 

A4-5國兩室王主任回應： 

交換生分為校級與院級交換生，且要符合英文

程度資格，校方也從新生入學即開始英語加強輔導

(English Camp)，而且學校多益、托福考試輔導管

道非常多，提供學生多方提供學習管道。 

 

國際暨

兩岸事

務室 

Q4-6 

夜間校園的照明明顯不足，可否

加強照明？(紅外線感應的，也節

電)。 

A4-6總務長回應： 

學校夜間照明是讓人可以清楚地走路為原

則。現在學校夜間照明做法是以感應式或是電腦控

制方式。另外，為了安全起見，每一百公尺左右就

設置有一個緊急電話亭，如果還有安全考量的話，

可以使用電話亭跟警衛室聯絡。 

 

總務處 

Q4-7 

校園很大，可否提供內壢火車站

至學校之區間車，班次不必太多。先

調查使用率巔峰時間。運動場夜間也

無照明，很意外。 

A4-7總務長回應： 

學生社團在兩年前曾辦過短程接駁車，因為每

個學生上課時間不一，所以由於車班大概半個小時

左右一班，常常學生不耐煩等候，等不到三十分鐘

就已離開了。所以，每一班發車乘客數大概都是個

位數，或三個或五個，所以在辦理一個月之後就取

消了。 

運動場夜間照明乙事，會評估使用效益與經

費來源後決定是否辦理。 

 

總務處 

Q4-8 

是否請畢業校友回來現身說法?

謝謝！ 

A4-8學務處諮就組會後補充說明： 

元智有四萬多個校友，為聚集本校傑出校友

的資源及力量，特別辦理校友「圓志講堂」，透過

傑出校友的成功經驗，提供在校學弟妹自學生角

色轉換到職場後的學職轉換歷程，同時也分享傑

出校友們在「跨域整合」、「全球流通」以及「創

新創業」的多元職涯經驗，藉由分享、影響到仿

效，以強化在學學生的就業軟實力，並期與未來

職場緊密接軌。 

    本(103學年度)自 10月起，學生事務處諮商與

就業輔導組將安排 7場次校友講座，若再加計各院

系邀請優秀系友回母校分享職場經驗的活動，每學

年至少超過 20場次校友講座活動。 

 

 

 

 

 

 

 

 

學務處

諮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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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系巡禮家長提出之意見 

1. 希望系所多辦親師交流，可多了解學校老師和學生的互動。 

2. 希望強化學生自信心、企圖心。 

3. 培訓/啟發學生清楚自己的興趣、發掘管道。 

4. Guiding化材系未來市場、應用趨勢，建立 Brain Storming機制/訓練，求職方向。 

5. 工管系二樓牆壁剝落請儘早修繕。 

6. 既是家長訪校日，可否想過孩子已是大學生，父母的年齡也稍有，視力也有稍微退化，甚至是

孩子的祖父母來校，所提供的「活動手冊」字體卻讓人傷腦筋，這有符合「資訊親和性」與「以

客為主」的管理思維嗎? 

7. 多辦相類似活動。 

8. 鑑於網路世界之誘惑，如網路遊戲、線上遊戲等，貴校是否在學校網路中設限或封鎖，以免學

校沉迷，荒廢學業之防止措施加強或其他作為。 

9. 對學生出國進修的協助? 

10. 元智大學，讚! 

11. 羽毛場地常被社團佔用，同學無法利用課餘使用。 

12. 建議充實系上網頁內容。 

13. 大學生有的孩子早已設定未來讀書，職涯規劃。對於有的學生對自己的系別並不是很有意願去

讀，是否有時多關注學業落後之孩子。 

14. 請學校再讓孩子多了解，”元智”可以圓他志向，資源上可再善加利用。別浪費光陰四年很快

就過了。 

15. 本人認為：經典五十，學校可多鼓勵學生閱讀。 

16. 肯定貴校對學生、家長"各方面"用心，家長放心了。謝謝! 

17. 企管 B班(中階)英語，希望老師教學更充實，更深入謝謝!(因為學生覺得教得程度太淺了)謝謝

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