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九學年度家長訪校日問題答覆彙整表 

問題 回覆 權責單

位 

1. 開學已經一個月，有些科目有

一半同學翹課？ 

學生缺棵超過該學期課堂數三分之一堂數則扣

考。若是因為老師教學不佳翹課，請學生反應。 

教務處 

2. 如何建立不適任教師淘汰機

制？ 

學校有教師評鑑制度。詳細規定請參閱法規。 教務處 

3. 請問在學生（新生）中 4D 或

2分之 1學分不及格者的比例

爲何？能否在 2D的時候就通

知家長，不要等到 4D 

一學期二一人數大約 170－200 人，連續二一會退

學，請家長督促。4D 通知是提早預警，2D 就通

知太過嚴厲。學校有教學品質保證制度，不會放

任學生荒廢課業，將透過導師、課後輔導等機制

督促學生。 

教務處 

4. 能否將學生的出席率、成績及

各項表現即時透過 email通知

家長。 

學生學習歷程都有紀錄，但因個人隱私，可能需

請貴子弟告知密碼。但學生成績單、4D 或 1/2 學

分不及格者，均會通知家長。 

教務處 

5. 微積分分組計分方式不合理。 對於教學現場之問題，請同學立即跟導師或系上

反應，系上會很有技巧處理。 

教務處 

6. 英文畢業門檻是多少，是否應

提高。 

以多益而言是 550 分，因畢業門檻需考量全部學

生，故經多重考量定於 550 分。 

教務處 

7. 遠東集團會給元智學生更多

的工作機會嗎？ 

可能無法將工作機會指定給某校。但遠東集團相

關企業，提供許多學生實習機會給本校，學生可

透過實習表現，以爭取優先入取機會。 

教務處 

8. 若學生想要轉系，請問如何處

理？ 

向系辦、教務處申請。更詳細規定，請上教務處

網頁查詢相關辦法。 

管院無系所，轉學程可自由選擇，沒有限制。 

電通學院有 10%名額，保障給非本院學生轉入，

本院各系可互轉，無限制。 

教務處 

9. 如何增加並發揮學生的創造

力？ 

空間部分，設有六間創意教室提供師生使用。另

外以問題、專案來引導學生思考，激發出學生的

創意。每系所有的學生大三大四時有綜合課程，

可透過計畫、論文或競賽等表現出所學。全校也

舉辦創意週活動、去年有 73 支隊伍參加。或是讓

學生自主成立讀書會等方式。更詳盡的方案可上

教務處教學卓越中心網頁查詢。 

教務處 

10. 學校國際志工的徵選辦法為

何，學生該如何爭取？ 

元智每年有 100 多位學生參與，時間安排於寒暑

假，甄選訊息會透過電子郵件及各種管道公告學

生週知。此外也舉辦圓夢計畫，去年參賽隊伍到

馬爾地夫、埃及等地，學校教學生如何寫計畫書、

募款，並提供 10 萬元基金，一圓年輕的夢，請家

長鼓勵貴子弟參加。 

學務處 

11. 學校網站是否有周邊優質房

屋租賃、資訊等？ 

本校設有租屋專屬網站元宿網，連結路徑：元智

首頁/學務處首頁/生活輔導/賃宿服務/租屋資訊系

統。 

本站有 6 大特點： 

1. 提供完整租屋攻略，從看屋、選屋…到還屋注

意，所有流程細節資訊完整。 

學務處 

http://140.138.38.57:8080/yzurent/index.php
http://140.138.38.57:8080/yzurent/index.php


2. 提供完整法律疑惑解答，有存證信函範例、調

解程序、常見糾紛、糾紛處理原則…等。讓您

遇事不再無所措。 

3. 使用個人 PORTAL 帳號登入看屋、選屋、寫評

價，留下線索給學弟妹，可以經驗傳承。 

4. 租屋地址連結 GOOGLE 地圖服務，還有街景服

務，找屋不再霧沙沙。 

5. 資料庫內合約房東與校方簽訂合作契約使用專

用契約，租屋有保障。 

6. 實地派人檢驗安全設施，通過安全認證房屋，

安全有保證。 

12. 宿舍 

(1) 住校生是否可一直住到

畢業？第二年就要搬

出？ 

(2) 請維持宿舍晚上 12 點斷

網的制度。 

(3) 請規定宿舍的門禁時

間，門禁也不夠森嚴 

學校雖然宿舍擴增，但仍無法讓所有學生入宿，

二年級以上學生住宿需要抽籤，今年男 1 舍床位

尚有一些剩餘，明年將規劃多一點床位提供舊生

抽籤。 

日前教育部來文，實施門禁需徵求學生意見，對

家長之意見，將另行討論。 

總務處 

13. 宿舍的硬体設備：維修與管理 

(1) 曬衣架及鏈條 

(2) 破舊浴室及廁所門板 

(3) 宿舍床邊及桌椅的螺絲釘

鬆動 

(4) 洗衣機、烘衣機數量是否

符合住宿生之使用比例？

因爲數量不足？ 

(5) 一年級宿舍床鋪、書桌太

簡陋，木材太薄，能否重

新定做？ 

(6) 窗戶沒有安全措施，打開

窗口就全看見了。 

(7) 新宿衛浴與洗衣服設備遠

不如舊宿。 

(8) 男舍四樓冰箱無法使用 

(9) 宿舍衣櫃與抽屜的鎖頭皆

無鑰匙，可否更新？ 

(10) 宿舍區的遠銀提款機常

發生故障。 

(11) 請增設遠銀提款機以及

補鈔次數。 

(12) 請增設宿舍區的郵局提

款機。 

針對上述家長反映之設備維修，能夠改善將立即改

善，部份設備需另外編列預算，可能要等到明年編

列預算後再改善。另部分設備如洗衣機、烘衣機、

提款機等是外包模式，將與外包廠商溝通協調增

設。 

總務處 



14. 透過郵局包裹如何快速送達

學生？ 

將評估在宿舍信箱放置通知單，但學生若不看信

箱也無法得知，故仍需麻煩家長若有寄包裹，請

先告知學生領取。 

經事後了解，一般透過郵局寄送之包裹，會放在

學校郵局，不會送到宿舍，因此需請學生自行上

總務處網頁查詢(網址
http://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content/

view/97/201/)，並到元智郵局領回。 

總務處 

15. 可否開設往返内壢火車站至

元智大學的公車/接駁車？

（尤其是星期五下午） 

曾經請學生自治會評估過，因需求時間不同，為

符合成本，班車時間可能需 1-2 小時，元智到內壢

車站走路約 15 分鐘，等車時間可能早就走到元智

或內壢站，如 4 人共乘計程車，每人約只需 20 元。 

總務處 

16. 請介紹貴校交換學生的計畫

跟實質內容。 

在歐洲、法國、日本、挪威、華盛頓、都有確定

簽約的大學讓學生選定做交換大學。與國外 85 所

大學合作，有十幾所大學希望做更深入的交流。

目前名額不缺，但學生申請不踴躍，或想申請時，

卻因語文能力準備不及。請家長提醒貴子弟因提

早準備。 

國際室 

17. 是否有具體、有成效的做法，

協助孩子通過英語能力資格

的認證？（例如多益考取 650

分以上的成績） 

1. 入學前，舉辦全程英文的英語營，以提升學生

英文能力。 

2. 依不同程度分成基礎班、中階、高階班，提供

適合的課程，並於第二學期再測試，學生可以

檢視自己英語的程度是否有進步。 

3. 設立多益元智英語狀元，入學後多益 800 分以

上，可得到獎金還有成為英語小老師，為英語

營授課。 

4. 提供線上英語檢定模擬考試與圖書館的模擬

題庫（含書籍、CD），並辦理多益考前加強班

及全民英檢、托福、多益及雅思考前說明會。 

5. English Corner 和 writing Center 提供學子口說

和寫作的練習。 

6. 提供本地生及外籍生互動機會，諸如：III week。 

國際語

文中心 

18. 專業實習並不落實需加強，欠

缺深度而淪為測試或打工性

質。 

學生若自行尋找的廠商，可能較難規範，但學校

簽約的實習廠商，均會有行政人員擔任窗口。如

有發生淪為打工，學生可以向學校提出，學校將

向廠商反應，若廠商不改善，將會取消合作機會。

大部分實習完皆有開會檢討。 

各系 

19. 颱風天假日學校放假與否，相

關訊息模糊不清。 

執勤教官在與教育部資訊傳遞上有誤，導致新聞

先發佈，但是立即透過各種管道通知要上課信

息，以後會將相關機制改進，相關的訊息會公佈

在首頁，以學校發佈訊息為準。 

校安中

心 

20. 藝設系是甚麼，小孩要的家長

完成不知。 

分藝術創作和設計 2 組，為新設立的系，分數竄

的很快，很有特色。欲近一步了解，可再洽詢院

系。 

人社院 

 

http://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content/view/97/201/
http://www.yzu.edu.tw/admin/ga/index.php/content/view/97/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