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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再次歡迎 貴子女及各位家長成為元智家族的一分子！謹代表元智全體教職同

仁竭誠歡迎您的蒞臨，一同關心 貴子女大學階段學習、生活的環境，並與學校的

主管及教師們溝通理念與交換意見。 

元智大學創立於 1989年，是一所年輕而努力的私立大學，並獲公認為新興大學

典範。2003年榮獲行政院「國家品質獎」，是第一所獲得國家最高品質榮譽的大學；

2005年先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是臺灣重點發展

的大學之一；2013年更獲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肯定，名列「亞洲百大」之一。

我們秉持「卓越．務實．宏觀．圓融」之教育理念，創校以來不斷以創新的教育模

式培育優秀人才，並經由工程教育(IEET)認證、商管教育(AACSB)等認證，與國際

接軌；2014年 4月再以具前瞻性之「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獲教育部頂尖計

畫補助，並將大數據研究應用於學生學習成效分析與輔導。 

元智以學生為主體，重視核心專業能力與博雅教育，且因應現今 AI人工智慧、

大數據、工業 4.0與物聯網的時代，本校將程式語言列為新雙語，為通識必修，106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新雙語課程，積極培育本校學生成為兼具專業領域知識與程式設

計的跨領域人才。全校以英語授課課程比例約三分之一，境外學生人數持續增加，

而每年透過移地教學、海外專業實習、交換學生、雙聯學位、國際志工等多元方式

拓展國際經驗與視野之學生人數持續上升，107 學年度約有千餘位境外學生於本校

就讀。 

此外，元智也透過專業實習、業師授課、產業或企業講座等方式，協助學生貼

近產業，做好進入職場的準備。近年更積極與遠東集團關係企業合作推動「產學實

習暨人才培訓計畫」，針對大三與碩一學生招募儲備人才並予培訓，凡暑期實習表現

優異者，除可獲頒獎學金外，並可與集團企業簽約接受一年的在學培訓，畢業後直

接進入該企業服務。 

協助學生學習與成長，一直是元智教職同仁共同的努力目標，我們期許元智的

教育能為貴子女的人生做最大加值，也請您鼓勵孩子善用學校各項資源與機會努力

學習，成為社會未來的中堅分子。由衷盼望各位緣至元智，圓智亦圓志！ 

最後，再次感謝 您的參與，與我們共同關心元智學子的成長。 

 

校 長                     敬上 

              108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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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及流程表 

108/11/16(六)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12:30-13:00 

30min 

家長報到 

(播放元智簡介影片) 
六館一樓報到處 

13:00-14:30 

90mins 

校長有約暨答客問 

 社團開場表演 5mins 

 介紹與會主管 5mins 

 校長致詞 15 mins 

 答客問 65 mins 

六館一樓有庠廳 

(R60104、R60105 同步轉播) 

14:30-14:50 

20min 
進行換場流程&各系所報到  

14:50-15:50 

60min 

各系巡禮 

學系/班簡介及學習狀況說明 
各館指定教室 

快樂賦歸，搭乘回程接駁車者請至五館前圓環，16：10準時發車。 

 

 

學系巡禮 

學校總機：03-4638800 （報到地點 R3112 代表本校 3館 1樓第 12教室，以此類推…） 

學院 系級 報到地點 承辦人 電話分機 傳真電話 

工程學院 

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 R3112 
郭秋明 2452 03-4558013 

機械工程學系 R3110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R2115 洪慧卿 2575 03-4559373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R2623* 李碧蓮 2502 03-4638907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 R1309* 
蘇寧興 2352 03-4638850 

資訊工程學系 R1401B 

資訊管理學系 R1501B 吳欣怡 2604 03-4352077 

資訊傳播學系 R5410* 陶婉芹 2133 03-463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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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級 報到地點 承辦人 電話分機 傳真電話 

管理學院 
學士班-主修企管/財金/國企/會計 

R60312 

丁香雲 

林璟 

6081 

6082 
03-4354624 

學士班-英語專班 莊欣怡 6091 03-4354624 

人文社會

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R5733 巫安盈 

江淑貞 

2748 

2727 
03-4552237 

應用外語系 R5710* 

中國語文學系 R5630* 王麗絨 2706 03-4559142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R5606* 陳麗娟 2162 03-4355971 

藝術與設計學系 R3208 劉宥慈 3304 03-4516901 

電通學院 

電通學院英語學士班 R70507* 黃瑜真 7901 03-4635319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R70103 彭婉芬 7102 03-4639355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R70102 羅文伶 7302 03-4554264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R70105 林逸倫 7503 03-4514281 

學系輔導資源與功能  

類別 服務內容 聯繫方式 

導師 
生活關懷、課業與生涯諮詢。 網頁資訊：元智首頁＞學校行政業務＞

學務處＞諮商輔導＞導師服務 

系諮商老師 

個別諮商、團體輔導、心理測驗、

生涯輔導、心理衛生推廣、協助推

動系（班）學生輔導工作等。 

學生事務處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活動中心三樓 R 8302 

校內分機：2877、2927、2928 

聯絡信箱：wecare@saturn.yzu.edu.tw  

資源教室 

老師 

身心障礙學生生活與課業適應諮詢、

設備資源及相關補助申請。 

學生事務處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活動中心三樓 R 8303 

校內分機：2923 

聯絡信箱：wecare@saturn.yzu.edu.tw 

系輔導教官 

國防軍事課程、校安通報連絡、校

園安全值勤、校安危機處理、獎學

金推薦簽證、學生事件處置、生活

學習輔導、日常安全照護、住宿賃

居訪視 

軍訓室：元智首頁＞學術研究單位＞軍訓

室 

活動中心二樓 R 8204 

軍訓室校安專線：(03)455-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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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學生輔導資源人力全覽 

學校總機：03-4638800 

學院別 學系/班別 系主任 學輔同仁/分機 系教官/分機 系諮商老師/分機 

工程學院 

 

院長 

謝建興教授 

機械系 何旭川主任 郭秋明小姐 2452 林柏峰教官 2245 

張明惠 

諮商心理師 

2845 

工管系 梁韵嘉主任 李碧蓮小姐 2502 溫文和教官 2874 

化材系 何政恩主任 林藝雅小姐 2565 周正中教官 2914 

工程學院英

語學士班 
黃麗芬主任 郭秋明小姐 2452 洪煙平教官 2246 

資訊學院 

 

院長 

詹前隆教授 

資工系 林啟芳主任 蘇寧興先生 2352 林柏峰教官 2245 

吳致廷 

諮商心理師 

2927 

資傳系 王任瓚主任 陶婉芹小姐 2133 劉陽明教官 2875 

資管系 禹良治主任 吳欣怡小姐 2604 吳昭瑩教官 2918 

資訊學院英

語學士班 
林榮彬主任 蘇寧興先生 2352 溫文和教官 2874 

管理學院 

 

院長 

何建德教授 

學士班 

（主修企管） 
楊炎杰主任 李杏玉小姐 6084 戴蘇同教官 2242 

游逸惠 

諮商心理師 

2878 

學士班 

（主修財金） 
楊炎杰主任 林璟小姐 6082 朱忠信教官 2248 

學士班 

（主修國企） 
楊炎杰主任 李杏玉小姐 6084 洪煙平教官 2246 

學士班 

（主修會計） 
楊炎杰主任 林璟小姐 6082 劉陽明教官 2875 

學士班 

（英語專班） 
張玉萱主任 莊欣怡小姐 6091 洪煙平教官 2246 

陳新霖 

社會工作師 2878 

人文社會 

學院 

 

院長 

劉宜君教授 

社政系 李俊豪主任 陳麗娟小姐 2162 鍾政芳教官 2922 

吳淑萍 

諮商心理師 

2877 

應外系 吳翠華主任 巫安盈小姐 2748 戴蘇同教官 2242 

中語系 鍾怡雯主任 范如君小姐 2707 溫文和教官 2874 

藝設系 陳冠華主任 劉宥慈小姐 3304 朱忠信教官 2248 

人社學院英

語學士班 

中澤一亮 

主任 
巫安盈小姐 2748 朱忠信教官 2248 

電通學院 

 

院長 

趙燿庚教授 

電機系甲組 

(原電機系) 
陳敦裕主任 彭婉芬小姐 7102 鍾政芳教官 2922 

金辰卉 

諮商心理師 

2842 

電機系乙組 

(原通訊系) 
黃建彰主任 羅文伶小姐 7302 吳吉祥教官 2244 

電機系丙組 

(原光電系) 
陳祖龍主任 林秀靜小姐 7501 周正中教官 2914 

電通學院英

語學士班 
施皇嘉主任 黃瑜真小姐 7901 鍾政芳教官 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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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資源網提供校園安全與生活學習  

為使您的孩子在元智平安成長與快樂學習，學生事務處提供您貼心小叮嚀： 

一、 反詐騙措施：每學期雖不斷宣導預防，仍有學生因無知、未求證等原因遭詐騙，其手法如以

假冒子女向家長討錢、詐取線上點數及因網購至 ATM 取消分期轉帳等；須小心查證，可以

165反詐騙專線或本校校安中心(03-4553698)確認。 

 

二、 暫緩買機車 

教育部及交通部專案研究發現，大專校院學生交通意外事件之顯著特性包括： 

(一)男生發生交通死亡事故頻率顯著高於女生。 

(二)一年級學生發生死亡交通事故明顯較多。 

(三)死亡事故學生以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者最多（非無照駕駛），且為固定駕駛或騎乘之

普通重型機車。 

目前校內有桃園客運 155、156公車進入校園，可讓學生直達中、內壢火車站，方便

同學至中原夜市與中壢區、桃園區各景點；另統聯客運 208公車經校門口，可直達高鐵

站，交通非常方便，請家長可暫緩購買機車，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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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資訊 

   校外賃居服務以「租屋停看聽，輕鬆租好屋」為宗旨，藉此希望元智的學生們能透過校

內賃居輔導找到適合、安全的房屋。並由元智大學軍訓室擔任此業務，賃居服務承辦人：林柏峰

教官(03-4638800分機 2245)，說明如下： 

一、提供租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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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賃居生關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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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聯繫電話 

學校總機（03）4638800 

 意外事件‧緊急救援（03）4553698  24小時  

 校區安全‧警衛值勤（03）4638215、校內分機 2270、2271 

 無限安心‧助學專線 校內分機 8858 

 學生申訴‧性平申訴 校內分機 2921、2919、2238 

校外求助資源 

生活應用資源 

單位名稱 服務資源 位置 聯絡分機 

聯合服務

櫃檯 

開放時間： 

週一～週五09：00～19：00 

申請成績單／行政諮詢服務／在學證明／各式文件表格 

遠東銀行服務時間：週二、四 10：10~14：00 

遠銀保代及公信保險經紀人提供保險諮詢及服務 

5館 1F 

2301~2304

遠東銀行 

2300 

軍訓室 

辦理軍訓課抵免役期／學生緊急事故求助／學生急難轉介

服務／校園安全與交通安全/僑生生活輔導／賃居業務／兵

役業務 

活動中心

2F R8204 
2922/2246 

宿舍服務

組 

宿舍生活區（含美食街餐廳）及宿舍管理 

本校學生宿舍熱水供應時間如下： 

鍋爐熱水供應時間：下午 6時至晚上 12 時。 

宿舍各樓層公共浴室電熱水器熱水供應時間：凌晨 0時至下

午 6時。 

男、女一舍一樓電熱水器熱水供應時間：24小時全天供應。 

男宿 1F 2880 

警察消防單位 電話 手機緊急電話 警察消防單位 電話 手機緊急電話 

警察局勤務指
揮中心 

110 112轉撥 0 
行政院衛生福

利部─自殺防
治專線 

0800-788995 0800-788995 

消防局勤務指
揮中心 

119 112轉撥 9 
內政部警政署
─反詐騙諮詢

專線 

165 165 

自強派出所 (03)285-4333  張老師 1980 1980 

內壢派出所 (03)455-3845  中壢分局 (03)422-2030  

普仁派出所 (03)456-2912  
全國婦幼 

保護專線 
113 113 

交通隊 

中壢分隊 
(03)426-9225  生命線 199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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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各行政處室資訊 

單位名稱 服務資源 位置 
聯絡 

分機 

教務處 

免到校註冊系統／註冊請假流程／輔系、雙主修／學籍

異動／課程相關事項／選課作業／集中考試安排／E化教

室設備 

1館

2F 

櫃枱 2252 

課務 2259 

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生涯就業／課外活動／獎助學金／學生獎懲

／宿舍輔導／衛生保健 

活動中

心 3F 

2238 

全球事務處 全校性國際事務／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國際學生交換及

交流事宜／招收外籍生及大陸學生 

7館

2F 

3281~3285 

學生事務處各單位資訊 

單位名稱 服務資源 位置 聯絡分機 

處本部 學生申訴/學生性平事件申訴窗口 活動中心

3F R8304 

2238/2921/2919 

諮商與就

業輔導組 

諮商輔導服務：個別諮商／心理測驗／團體輔導／

心靈加油活動／健康週／大一新生身心生活適應服

務 
 

職涯輔導服務：職涯諮詢／職涯測驗／益勵講堂／

職涯講座／校園徵才系列活動／企業參訪 

活動中心

3F R8302 

2235/2928 

資源教室

（工坊）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服務／職涯輔導活動 活動中心

3F R8303 

2923 

課外活動

組 

社團輔導／幹部培訓／社團評鑑／活動、服務、才

藝獎章／國際志工服務／服務學習 

活動中心

3F R8301 

2925 

生活輔導

組 

獎助學金與校內工讀／就學貸款、優待／學生獎懲

／陸生輔導／學生請假 

活動中心

2F R8203 

2237/2249/2926 

衛生保健

組 

意外傷病事故處理／健康諮詢／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餐飲衛生管理/健康促進活動/醫療器材借用/通行

證申請/急救教育活動/校醫駐診/新生健康檢查/傳染

病防治/疫苗接種 

男女生第二

宿舍 1F

（樂學廣場

旁） 

2233/2236/2234 

宿舍服務

組 

學生生活區相關之生活資源及宿舍輔導／宿舍分配

／宿舍管理／宿舍簡易修繕／商場招商與輔導／自

動販賣機服務 

男一舍 C 區

1F 

2865/2866/2867 

2869/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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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家長訪校日答客問摘要 

其他內容詳參網址：元智首頁→學校行政業務→學務處→家長訪校日 

提問 回應 權責單位 

學生學習面 

Q1-1被當(不及格)

科目，學校是

否提供暑修、

寒修？ 

A1-1  

目前暑修得視各系與任課老師討論是否開課；依過去慣例，

開設的課程為數不多。 

如同學確有特殊需求，可至附近的學校參加暑修。不一定要

在中壢地區學校，也可在家附近的學校，但要事先登入元智首頁

／個人 Portal／學習檔案／校際選課，申請校際選課，並經開課

單位或系主任審核結束後，系統自動發信至學生信箱，請同學自

行列印核准書面申請書送交課務組覆核蓋章，由學生持該單逕

向他校辦理選課手續，完成外校程序，才可以參加外校暑修。 

教務處課務組會於期中考後(約每年 4 月底~5 月初)，開放

暑修預估開課登記，學生可於登記時間上網登記希望開課課程，

凡達到開班最低人數要求(18人)，並經由開課單位安排授課教師

及上課時間等開課事宜，就可以開課。 

另說明，本校並無寒修開課。 

◎相關內容可參考教務處網頁 

教務處 

https://goo.gl/CHGtfx 

教務處/學生專區

https://goo.gl/WF9R6o 

 

教務處_

課務組 

Q1-2 請問學校對

於學生成績

二一之執行

方式？學校

如何輔導學

生？ 

A1-2 

本校是連續二一&三二（依學則規定為部份入學管道學生適

用）退學制度，針對學生雙二一&三二與曠課狀況導師都會非常

注意，希望維持一定的學習品質。 

為預防因學習成績不及格遭二一&三二退學，於學期中由授

課教師給予學生學習評核。其評核等第由 A-D；如期中評量達

4D（即有 4 科得 D）或 1/2 學分數得 D（得 D 學分超過修課的

一半）的學生則須列入預警對象。部分系所會寄出家長通知函，

並提供導師聯絡方式，以利雙方進一步溝通與協助。 

同時該生導師會與學生進行學習關懷訪談，系主任會請授

課老師或助教協助開授課後輔導，以便學習有困難之學生得以

補強。 

針對學習困難情形較特殊或有其他心理需求等，除了通報

系所主管，也會將學生資料轉介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安排

專業諮商老師輔導。 

教務處_

註冊組

教服組 

https://goo.gl/CHGtfx
https://goo.gl/WF9R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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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應 權責單位 

Q1-3學校推動雙

語教學，可

是導致學生

聽不懂，如

何補救以確

認學生在英

文授課的學

習成效? 

A1-3 

本校在新聘教師時均會要求具有英語授課的能力，另針對

教師英語授課部份亦有英語教學評量問卷，藉以瞭解老師英語

授課品質，以及英語授課後，學生自評英語能力聽說讀寫的進步

程度，確認英語授課之效果。 

另所謂的教學亦屬雙向互動過程，除了老師英語授課外，同

學們亦可利用網路上一些英文學習的資源來主動精進自己的英

文能力，學校亦有提供許多配套的方式(如 TA、課後輔導、國際

語文中心辦理的英語聊天室 ENGLISH CHATTING ROOM、英

語寫作諮詢 WRITING CLINIC、及英語小聚 ENGLISH CORNER

等)來給學生使用，藉以提高英語學習的效果。 

如是英專班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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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_

教服組 

Q1-4元智的姊妹

校國際交流

計畫，如何

申請？ 

A1-4 

本校在港澳、大陸、美國與歐洲都有姐妹校交流計畫，全球

事務處在學期初公告申請資料，交換時程以一學期為主，大部份

的交換學生只須付元智的學費不須付當地的學費，由於每學期交

流學校與開放名額不固定，可以請貴子弟於全球事務處官方網站

及學生信箱注意相關訊息的公布。 

海外交換生分為校級與院級交換生，大陸以外地區申請條件須符

合英文程度資格，建議學生須盡早準備英語檢定以達到申請標

準。 

全球事

務處 

Q1-5除了交換學

生之外，學

校有提供寒

暑假短期的

國外參訪計

畫遊學方案

嗎？  

A1-5 

部分院系暑假有海外移地教學計畫，各姊妹學校也會提供

不定期寒暑期營隊，中國大陸排名頂尖的姊妹校會提供為期一

周以上的短期營隊，全球事務處將公告相關短期營隊資訊至官

方網站及學生信箱週知。 

◎相關內容可參考全球事務處網頁 

http://www.gao.yzu.edu.tw/tw/ 

 
 

Q1-6遠東集團有

提供學生實

習的機會

嗎？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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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雙

方之間的產學合作，協助校內優秀學生進行實務歷練，並培育

未來遠東集團所需之人才；同時達到學生提早與社會連結，畢

研發處 

http://www.gao.yzu.edu.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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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回應 權責單位 

業即就業之目標。 

本計畫分成 A計畫與 B計畫，A計畫採為期半年的寒假及

下學期在學培訓，招募對象為大四及碩二學生。通過考核後可

於畢業後進入培訓單位任職，就職企業予以學士 4萬元、碩士

5萬元獎助學金；B計畫採兩個月暑期實習，有國內實習及海

外實習，除了讓學生增廣見聞和增加社會歷練，還可以因此獲

得實習學分。 

107 -108年度共提供 252 職缺，分別有遠東新世紀、遠傳

電信、遠東商銀、遠東百貨、遠通電收、遠百企業(愛買)、亞

東紀念醫院、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等，超過 20家

關係企業提供職缺，總計超過 430位來自各系的同學報名，實

習人數有 115人，辦理成果豐碩。 

只要是本校大三以上的同學均可報名此培訓計畫，希望同

學先參加 B計畫之暑期兩個月實習；在實習結束後，有志選擇

遠東集團作為未來職場的同學可以接著在大四或碩二階段參加

A計畫，即半年培訓、畢業就業。 

學生生活面 

Q2-1建議學校提

供足夠宿舍

供學生住

宿，對遠地

學生而言，

租房子是很

困擾也令家

長憂心的

事。 

A2 

本校宿舍有 2,918個床位，依據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七條 

申請住校之學生於規定時間內向宿服組辦理申請手續，住宿優

先順序依下列原則施行： 

一、經核定優先住宿之宿自會幹部、網管人員及校隊。 

二、學務處列冊審核有案者： 

（一）行動不便及特殊疾病之學生。 

（二）隻身在台（含境外及離島）學生。 

（三）家境清寒學生。 

（四）特殊情形經簽請學務處專案核定者。 

三、設籍於外縣市大學部一年級新生，依距離遠近次第安排。 

四、桃園市內交通不便或偏遠地區之大一新生。 

 

本校軍訓室為確保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規範登錄於本校元

宿網的安全認證核可房東之相關權利義務、檢視消防安全項

目，並定期規劃校外賃居輔導與訪視等相關事宜，學校「元宿

網」網址為：https://house.nfu.edu.tw/YZU，提供本校學生校外

租屋參考選擇。 

學務處

宿服組 

 

 

 

 

 

 

 

 

 

 

軍訓室 

 

※宿舍相關問題，請參閱宿舍 Q&A網頁 https://goo.gl/ki5xU7 

※元智大學學生事務處 Line@生活圈，不定時發送活動及

宣導資訊，歡迎輸入 ID：@fxb2356w 加入我們~ 

宿舍 QA Line@ 

  

  

https://house.nfu.edu.tw/YZU
https://goo.gl/ki5xU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