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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應 權責單位 

Q1學生學習與輔導面 

Q1-1 

煩請貴校更有效且再精

進孩子們的語文程度，

透過各個老師的要求，

來激勵孩子們自我要

求。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修國企】 

A1-1活動前回覆說明：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企 

關於家長關心如何精進學生語言能力，茲提供以下觀點： 

1.鼓勵主動學習： 

無論是專業或討論溝通所需的英語，學生要體認對於未

來職場或生涯發展的重要性，主動參與、積極學習，才有好

的效果。除了學校提供的豐富資源外，學士班部分課程係採

英語授課，訓練學生專業英語之聽說讀寫能力。課堂中，教

師會以英語講授與互動，亦可能有外籍生一起修課，是增進

英語能力相當好的時機。舉凡評述、討論、簡報等，學生若

能課前預習、充分參與、補強練習，絕對比老師強迫學習英

語的效果好。學士班會請授課教師在第一次上課時，說明英

語授課的目標，以及外語能力對同學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並

視情況增加與同學英語互動的機會，也希望家長能鼓勵孩子

善用學校資源，主動學習。 

 

2.協助學生與外籍生組成團隊： 

另一培養學生外語「語感」的方式，是讓台灣本地生與

外籍生組成團隊，共同完成課程任務。透過分組討論，本地

生將有更多機會應用外文於溝通與任務之中。學士班將建議

教師在可行的情況下，融入前述課程設計。 

◎國際語文中心回覆說明 

英語學習方面，將強化學生運用語言做跨文化溝通的能

力，導入英語線上自學制度，鼓勵學生自學，增進基本語言

知識。課堂學習以練習實際情境之語言使用為主，校內提供

English corner, Writing Center, Chatting Room等小團體的自

主學習機會予不同需求的同學。在推動及提升第二外國語(日

語、西班牙語等等)學習成效方面，將以增加第二外國語學習

為努力目標，透過與人數日增的外籍生之文化語言交流，提

升英語及第二外國語溝通能力。 

管理學

院學士

班-主修

國企/國

際語文

中心 

Q1-2 

電機目前已整合成大電

機系，是一個非常好的

措施。但感覺選課或資

源整合上，還是非常獨

立運作。想請問學校電

機系未來的規劃為何？

謝謝！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A1-2活動前回覆說明： 

【選課整合】 

目前課程整合為「專業基礎共同必修科目」(22學分，三組

共同必修)、「各組必修」及「各組選修」等三部分。各組老

師可互相支援授課，學生亦可跨組選修多專長（選課更有

彈性），期望透過跨領域學習，培育全方位之電機專業人

才，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資源整合】 

1. 在設備資源整合方面，已依據近年來產業熱門需求項

目，整合物聯網、人工智慧等相關領域。 

電機工

程學系

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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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各組皆有所屬領域的專業設備資源，仍由各組專業老

師或技術人員管理、維護及使用。 

 

【電機系未來的規劃】 

1. 為順應產業發展需求及電機電子資通發展潮流，除了持

續重視新雙語（英語與程式語言）教育外，未來電機系

也將針對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等相關領域，持續教學與研

究項目的規劃。 

2. 注重國際化，加強英語教學授課科目，並招收更多的境

外生。 

3. 擴展與國外大學交換生名額及雙聯學位，提昇學生國際

化視野。 

4. 增加專業實習機會，並加強對同學之宣導，期培養理論

與實務並重的人才。 

5. 加強跨領域人才培育。 

Q1-3 

請問電機系內轉組會影

響研究所的推甄嗎？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A1-3活動前回覆說明： 

各校研究所甄試多以學生在學『整體表現』為綜合之評

比，學生在其學業及整體表現如有符合甄試學校之要求，即有

錄取機會。 

另本系三組課程已整合為「專業基礎共同必修科目」，各

組老師互相支援授課，學生亦可跨組選修多專長（選課更有彈

性），學生於系內轉組，仍可透過跨領域學習，成為全方位之

電機專業人才，對於學生升學有正面的幫助。 

此外，為鼓勵本校大學部畢業生就讀本校研究所，凡是元

智大學部畢業生就讀本校碩士班者，「第一學年免學費，第二

學年每學期發給一萬元生活津貼」。再者，元智亦有五年一貫

學程，提供同學選擇，歡迎優秀同學報考！ 

電機工

程學系

丙組 

Q1-4 

本學系課程特色訴求有

14學分乃資訊學院以外

之跨域課程,請問這些課

程會在何時選修?選修

又有何限制?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資訊學院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A1-4活動前回覆說明： 

本學程畢業規定之選修課程為 26學分(大一新生為 25學分

)，其中 12學分必須選修資訊學院所屬系所課程；另外的 14

學分(大一新生為 13學分)，學生則可從大一至大四皆可選修本

學院或其他學院之課程。 

資訊學

院英語

學士學

位學程 

Q1-5 

系上關於新生學習上出

現問題，是否有輔導機

A1-5活動前回覆說明： 

資工系輔導機制如下： 

1. 本系教師皆安排一留辦時間讓學生詢問。 

資訊工

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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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資訊工程學系】 

2. 學生可於課後詢問任課教師/課程助教問題。 

3. 期中考過後導師會依學生狀況(4科不及格或 1/2不及格)

進行輔導。 

4. 每周三下午 1:00~2:00為導師時間，學生可於此時段進行

輔導。 

5. 安排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輔導課程。 

Q1-6 

當日是否可了解孩子入

學以來的學習及生活狀

況？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A1-6活動前回覆說明： 

家訪日當日「各系巡禮」活動時段，本組將由電通學院副

院長兼電機系主任  陳敦裕教授親自接待來訪家長並回答與

學系相關問題，主任當日可即時透過線上系統查詢系上每一位

同學的學業成績、期中評量、出缺勤記錄、五育記錄、選課記

錄、導師等即時資訊，掌握學生狀況。 

本校於 103 年開發完成「家長關懷系統」，提供家長查詢

其子弟學習情形。 但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學生可設定不同

意他人查閱其個人資料， 建議家長可與府上子弟溝通，請其

進入個人 Portal 點選「同意」開放家長查閱其學習情形，當

天即可與主任就查詢之內容進行即時互動討論。 

家訪日活動後，家長亦可透過學生導師所提供之公開聯絡

資訊與導師一同持續關心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情形。 

電機工

程學系

甲組 

Q1-7 

許多系所的英語專班目

前進入第二屆，目前英

語專班英文授課及學生

學習的成效如何，未來

有何調整或規畫? 寒暑

假可有提供大一或大二

生國內或國外工讀機

會？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電通學院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A1-7活動前回覆說明： 

本班專業必修課程皆全英授課，根據第一屆學生的學習經

驗，新生剛入學第一學期為適應期，第二學期後皆適應良好，

學習步入軌道且漸入佳境。未來本班規畫提高中階選修課程英

語授課比例，且積極招生外籍生及國際交換生，可藉此提升學

生國際化程度。此外，今年 2018暑假辦理第一屆美國華盛頓

大學移地教學活動，提升學生科技英文能力，並開拓國際視野

，促進學生學習動力。因此 2019年將持續辦理移地教學外，

媒合學生前往華盛頓大學修習暑期學分班，提供英專班學生至

國外頂尖大學深入專業課程之機會。 

電通學

院英語

學士學

位學程 

Q2學生實習與就業面 

Q2-1 

要如何爭取工讀的機

會？大一新生可以申請

嗎？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資訊管理學系】 

A2-1活動前回覆說明： 

為協助學生在學期間藉由工讀機會，養成獨立自主精神，

擴充學習生活領域，各單位皆有編列工讀助學金預算，學生可

至教學或行政單位詢問工讀機會，也歡迎至生輔組登記可行工

讀時間及專長，以公告及提供各需求單位任用。 

學務處

生活輔

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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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學生生活與管理面 

Q3-1 

女二舍洗衣機一樓層好

像只有一台，洗衣要排

很久，是否可以增加，

謝謝。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應用外語系】 

A3-1活動前回覆說明： 

洗衣機設置數量乃廠商依據簽約內容而設。宿服組會依學

生需求再與廠商協商，及評估增設洗衣機數量，並修改下學年

度合約。 

學務處

宿舍服

務組 

Q3-2 

請問學生外縣市二年級

住宿若沒抽到宿舍校方

是否有管道可協助尋找

住宿。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A3-2活動前回覆說明： 

◎學務處宿舍服務組 

可以請學生至學務處宿舍服務組申請登記後補床位事宜。 

 

◎軍訓室 

1. 目前學校租屋網(元宿網 https://house.nfu.edu.tw/YZU )共有

安全認證核可房東約 326位，提供房間總數約 1,409間，約

3,000 個床位可供學生參考選擇(目前學校附近的床位是供

過於求)。 

2. 每年 3 月份學校會舉辦租屋博覽會，邀請房東設攤展示租

屋資訊，提供租屋媒合平台及學生校外賃居之選擇參考。 

3. 學校有建置「元智大學校外租屋網」https://reurl.cc/x0zyV，

提供學生租屋注意事項、內政部合約書下載、租屋檢查表

等相關訊息，並有賃居承辦人員及系輔教官提供學生租屋

訊息相關諮詢。 

元宿網         元智大學校外租屋網  

學務處

宿舍服

務組/軍

訓室 

Q3-3 

有增建宿舍的計畫。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A3-3活動前回覆說明： 

本校近年一直有購地增建宿舍計畫。 

原於 105-106學年度擬購附近鄰校土地興建宿舍，因購地

報部手續冗長，地主急作他用，致憾未能購得。本校會繼續覓

地籌建宿舍。 

總務處 

Q3-4 

男一宿舍 6樓電梯旁的

飲水機壞掉（已壞掉數

個禮拜，到今天仍然尚

未修好），請問何時可以

修好呢？(家長線上報

名時間 2018/10/26 下午 

A3-4活動前回覆說明： 

經廠商檢查主要原因是飲水機機板損壞，因機型太過老舊

，機板調度不易，廠商已於 10/29修復完成，並將逐步汰換舊

機，以維護學生的身體健康為首務。 

學務處

宿舍服

務組 

https://house.nfu.edu.tw/YZU
https://reurl.cc/x0zyV


107學年度家長訪校日答客問彙整表 

107.11.08PM5版 

5 

 

提問 回應 權責單位 

10:19:57) 

【提問家長子女所屬學

系：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