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09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整體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學校如何讓孩子以不同的角度

來看世界？並從中了解自己能

有勇氣面對未來的挑戰。 

資管系 

秘書室回覆： 

為了培養孩子成為對社會有貢獻、尊重自己、關愛別人的人，中原大學一直以來以「全人

教育」的辦學精神，鼓勵孩子透過參與服務學習、大學社會責任專案，接觸真實的社會與

人群，讓生命更寬廣、更有深度，進而有勇氣面對未來的挑戰。 

以資管系為例，資管系從 10 多年前就開始推動「數位服務」，我們的老師與學生實際前往

偏鄉、山區，運用資訊專業來協助解決農業、商業、教育的問題。像是網路行銷協助原鄉

部落銷售拉拉山水蜜桃、新竹白蘭部落民宿建置網站等，甚至遠赴泰緬邊境進行資訊教育、

為非洲馬拉威建置愛滋病病例系統等，這樣的經歷也讓中原資管的孩子視野更開闊、更能

以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這種「做中學」、「學用合一」、「用專業為別人創造幸福」的精神也一直持續到現在，每年

暑假都有泰國、菲律賓的資訊志工服務團，讓學生有機會體驗不一樣的大學生活。 

此外，學校也提供國際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資源，鼓勵學生提出申請，讓孩子在學時就

能走出台灣、瞭解來自世界的競爭力，對他們未來的發展也有很大幫助。 

培養我們的孩子成為具有專業素養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成為社會所需要人才，進而能夠有

勇氣面對未來的挑戰，這是中原大學推動全人教育最重要的目標。期盼每一位踏出中原校

門的學生，都能成為兼具品格、專業、創意、國際觀的新世代人才，為社會、為世界貢獻

一份心力。 

校牧室回覆： 

每一位學生在學期間，除了系上專業的必修/選修課程之外，還需修習通識課程共 34 學分，

課程範圍含括天、人、物、我四大面向，幫助學生探討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認識自我並了

解群體互動的原則，培養應變、溝通與合作的能力。 

秘書室                       

校牧室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中原大學除了多面向的課程之外，還有多元豐富的活動，希望幫助每一位學生累積知識、

涵養品格，對於多變不可預期的未來更有勇氣接受挑戰。 

2 
什麼管道可以讓孩子接觸校內

教會。 
電子系 

1. 每年新生入學的時候(包括大學部與研究生)，在新生體驗營活動中均有安排校牧室報告

時間，向新生介紹學校的信仰關懷各項工作以及學生團契、佈道會等聚會與活動，會後

各教會也會一同關懷與跟進。 

2. 新生社團博覽會中有各教會來擺攤，邀請學生參加聚會，校牧室也彙整提供鄰近各教會

的相關資訊給學生參考。 

3. 宗教哲學與人生哲學二門必修課程的授課教師均是基督徒，如果學生對信仰有興趣，或

想進入教會，老師可對學生有更進一步的關懷和引介。 

4. 學生若有需要個別、直接的關心與邀請，可與校牧室聯繫。 

校牧室 

3 
在中原大學可以習得的生活能

力？ 
電子系 

在學校社團生活可以學習當幹部及培養領導能力並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之能力，更能適應

未來職場的種種變化之挑戰。 

在宿舍與同學相處，彼此適應大學生活，更能學習包容與付出。 

環境服務學習課程安排打掃校園，將愛護生活環境的品格教育從校園帶入家庭社區，完成

行動教育。 

透過社團參與，培養人際關係，增廣學生課本以外的經驗，以培養其領導及合作能力，並

拓展視野。 

在課堂學習謀生能力，基本課業的訓練奠定未來的謀生能力，只要順利畢業並在全人教育

的薰陶下，發揮本校全人教育之精神，達成身心靈平衡，必能做個有用的人。 

學務處 

4 

目前學生心理問題多，日前有

他校學生自殺案例增加之趨

勢，不知學校是否有定期給予

全校學生壓力測試及回饋機

制，提早發現學生之壓力指

數，提早主動進行關心預防心

室設系 

1. 本校諮商中心於新生入學時會進行幸福量表施測，從中了解學生的壓力源與情緒狀況，

視其需求提供不同的輔導介入，如導師教官的關懷、諮商中心的心理晤談與醫師諮詢。 

2. 期中及期末考階段，導師會視導生學習及出席狀況主動關懷，視其需求轉介相關資源；

授課老師在課堂上如發覺同學有異狀，也多會主動介入關心。而本校學務處師長也會在

學生考試期間至宿舍探訪關懷，給予同學支持與鼓勵。 

3. 本校諮商中心於學期中均會辦理心理衛生推廣活動，希望能夠提升整體校園的心理健

學務處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理問題，目前所知部分科系課

業壓力指數極高。 

康，提供相關知能。 

5 

很感謝校長對孩子的全人教育

理念的投入與說明，也更瞭解

校園安全的把關，我們相信中

原畢業的孩子一定以中原人為

榮，更讓我對孩子轉學到中原

大學是正確的選擇。 期待學校

有捐款的文宣，讓家長可以幫

助學校管理的經費。 

會計系 

本校校友處官網設有「捐款中原」專區，隨時更新本校各項捐款項目，也提供捐款單下載

服務，並詳列各式捐款中原管道，便於捐資者支持本校，請參閱校友處官網：

https://alumni.cycu.edu.tw/alumni/。 

校友處 

6 

原本對學校認知不深，聽完後

覺得很放心把孩子交給學校，

也很期待孩子未來發展，但建

議暑假入學前要先辦一場說明

會讓家長先認識學校及校園環

境會更好 

資工系 

1. 教務處科教中心於每年大學學測考試前舉辦「中原大學系所博覽會」(約每年 11 月辦)、

以及學測結束後舉辦「高中生大學學系學涯、職涯、生涯體驗營」(約每年 3 月辦)，提

供高中生及家長認識本校學系特色及校園環境的認識。另針對特殊選才、繁星、個人申

請、運動績優、身心障礙甄試管道已錄取之準新生或備取生，於 5 月舉辦「準大學生與

師長有約」活動，期使之學生及家長經由活動進一步認識所屬學系方向，並協助學生於

入學前先行規劃學習歷程，增加其專業知能。在暑假期間，各學系或系學會會辦理迎新

活動(茶會或說明會)，可邀請家長一同參與，讓家長對於子女就讀之學校及校園環境能

有所了解。 

2. 教務處將考量及研議是否針對 8 月放榜之指考錄取生，擬規劃舉辦第二場「準大學生與

師長有約」，以提供指考錄取之準新生及家長認識本校校園環境。 

3. 另針對本校所有新生，學務處於每年 9 月會辦理新生學涯體驗營活動，讓新生認識學校

及校園環境，建議可開放家長自由報名參加，讓家長了解子女就讀之學系狀況與學校環

境。 

教務處 

7 

學校對於學生在創新能力規

劃、目標以及執行會怎麼做？

這個問題背後的意義是說，當

學生進入社會後對於他所從事

資管系 

教務處回覆： 

教務處鼓勵學生在學期間透過申請「自主學習團隊活動」，鏈結所修習的專業課程，探討該

課程之相關議題，透過不同情境多元思考，培養學生創新思維。 

另本校定期於日日新共學區辦理創新面向之輕演講及工作坊，如「我們的廣告從課堂到金

教務處 

職涯發展處 

產學營運處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的活動或事情，怎麼創造出他

的差異化並且能夠提升學生本

身的競爭力？ 

犢舞台」、「創業跟你想的不一樣」等學習活動，透過本校學生分享自身學習成長、興趣或

參賽經驗，亦有助於激發學生創新思維。 

職涯發展處回覆： 

基本上在培養學生創意、創新的過程上，他得先認識自己，所以在職涯輔導中心有職涯諮

詢、講座和面試競賽，另外還有剛剛提到的跨領域學分學程和就業學程，針對資管系目前

的就業學程有鼎新就業學程，在跨領域的部分有雲端科技跨領域學分學程，基本上 109 學

年度第 1 學期有 49 個就業學程及 41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要創新必須要在這大學四年好好

學習，學到其他跨領域的專業知識，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與培養得以讓他們具備創新的能

力。 

產學營運處回覆： 

本校創新創業發展中心為強化學生三創思維提供整合性跨領域知識，培養「創意思維」、「創

新能力」與「創業精神」，以提升自我差異化以及職涯競爭力，執行作法如下： 

1. 組織面： 

(1) 整合校內能量：串聯校內資源，由創新創業發展中心為平台服務窗口，協助三創教

育環境推廣、鏈結校內外資源、型塑三創氛圍。 

(2) 創業實作訓練：透過本校「知行領航館」智慧製造示範場域及創客基地，有效鏈結

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及營運，並提供學生團隊討論及 co-working 空間，

鼓勵師生創意發想與交流。 

2. 課程面： 

整體包含創新教學模式、專業知能養成、套裝課程模組、創客場域體驗、新創企業實習、

國際暑期營隊、創業競賽交流、客製教練輔導、策略資金媒合、國際育成加速等系統性

活動。 

3. 活動面： 

(1) 創業夢想家 CEO 計畫：針對有創業意願的團隊進行 6 個月的密集培訓，從開設創業

基礎課程開始，帶領學生從無到有。同時鏈結現階段適合之校內或政府創業補助資

源，使團隊有效降低創業風險，提升創業成功機率。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2) 你，可以改變未來」創新創業競賽：將創業課程、創業競賽、創業導師、國際資源

鏈結和創投資金整合成一個完整競賽流程，讓有創業構思的創業團隊可以在課程中

學習創業之必要技能，協助創業團隊實現創業夢想。 

(3) 創新創業國際領袖體驗營：為落實創新創業教育深耕並提升國際創新交流合作，本

校創新創業發展中心於每年暑假舉辦「創新創業國際領袖體驗營」，招募本校與多國

海外姊妹校，對創新創業有熱忱之學生，於三週暑期營隊中進行創新創業課程培訓、

企業參訪及模擬創業體驗，成功培育創新創業實作與國際合作能力。 

4. 其他面： 

(1) 國內場域驗證：政府推動之創業生態圈與企業資源，依據團隊特質接軌相關場域試

煉，如以發展物聯網為主的桃園市「青創指揮部」、資通訊與 AR/VR 技術產業發展

為主的「安東青創基地」、AI 及智慧機器人研發創業為主的「新明青創基地」、發展

智駕車及資安科技為主的「虎頭山創新園區」等。同時鏈結「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

擬學習平臺」，透過實際演練，深化學生團隊於創新構想快速修正，培養解決問題與

應變之能力。 

(2) 國際資源鏈結：引入國際資源，除了本校產業加速器暨育成中心之資源，鏈結中央

政府亞洲．矽谷資源、快速試製中心、國際策略夥伴，形塑更扎實豐富的創新創業

資源生態圈及企業加速成長環境，以提升學生國際觀之跨領域競爭力。 

8 
中原大學張校長要離開，中原

大學要如何傳承及交接？ 
應數系 

中原大學 65 年來的建校精神跟教育理念從來沒有改變，相信董事會一定會非常謹慎的選擇

校長的接任人選。我卸任後會繼續擔任學校的講座教授，因此一定會盡全力幫助新校長推

動校務。中原大學最難能可貴的優點之一就是我們擁有高度的團隊精神，不論是系所、學

院，或行政單位，從不搞派系鬥爭及個人英雄主義，因此我們非常的團結，才有辦法展現

高度的行政效率。這個精神在上帝的祝福、引導下絕對不會改變。 

校長室 

 

 



中原大學 108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整體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貴校的校園被交通動線切割，

請問是否能改善 
心理系 

 建校六十餘年，歷經六次校地擴充，形成主校區、北側運動區及新中北校區三大區塊。

校地呈現彎曲、不規則之環狀。在無法避免校園被交通動線切割的情形下，學校特別重視

學生進出三大區塊的安全，我們在體育園區設置人行步道串聯宿舍區與運動區。 

總務處 

2 

目前校門前中北路與實踐路的

路口之紅綠燈能否延後(目前

11點 pm)變為閃黃燈 

心理系 經行文中壢區公所並已獲同意改進，現已延後至 12時。 總務處 

3 

想了解目前學校師生互動的狀

況，希望增加學生和老師間的

互動。 

電機系 

電機系回覆： 

 電機系老師除了學校規定的每學期 2次導師時間外，每位老師每週均有安排 3小時的

office houre，另外本系藉由舉辦 Tea-Time活動，邀請系上老師與學生一起參加，增進學

生和老師間的互動。 

生輔組回覆： 

1. 導師每週除安排課業請益時間外，並排定至少 2小時導師時間與學生晤談，同時視需要

填寫個別輔導互動札記，以持續追踨、輔導。 

2. 學務處每學期安排 2次導師時間，由導師以全班或分組方式，採座談、演講、經驗分享、

聚餐等形式彈性實施，以提供師生間溝通、討論的時光，並做成紀錄備查。 

3. 本校要求所有導師須透過 LINE、WeChat或 Facebook等通訊軟體建立所屬導生間的通訊

管道，以隨時關懷、協助導生。 

4. 針對成績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及期中預警學生，導師會進行特別輔導，完成輔導紀錄，

並與家長聯繫。 

5. 另有導師考核機制，每學期由學生上網填寫「導師輔導工作評量問卷」，列入導師每 3

年評鑑的基本分數中，若未達標準，將由系上對導師進行輔導。 

電機系 

生輔組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4 

「企業最愛大學」的調查對「全

校」家長並無意義，應該以「系」

為單位做調查才能了解貴校該

系所對該系的專業能力培養是

否符合業界要求。 

工業系 

 感謝家長的提問與建議，由於「企業最愛大學」相關調查，係由專業媒體所進行調查

與排名，其指標與檢視內容主要是針對「學校」來評定，本校無法進行干涉與調整，敬請

見諒。 

策略處 

5 
雖然孩子已經是大學生了，還

是想參與每階段的家長日。 
企管系 

 本校理解家長關心孩子的心情，歡迎參加新生親師座談會。座談會上午是全校性的議

題提問討論，下午是各系的時間，有機會可以跟系上老師面對面了解孩子在校的學習與生

活狀況。在此座談會時間之外，如果想多關心孩子的情形，直接詢問孩子，可增加彼此的

互動，也可透過系上詢問導師，了解孩子在校情形。 

諮商中心 

6 

親愛的張校長及辦學認真的行

政人員，你們好，我有兩點建

議： 

1. 推「中原大學三心美食認

證」，學生用餐更安全。三

心：廠商用心備餐、學生安

心用餐、家長放心食安。說

明：每年「訪視」學校附近

願意配合的廠家。針對食安

曾出現的事件：油品、組合

肉、食材產銷履歷、烹調環

境…等，進行了解。通過食

安訪視的商家，學校會發給

認證，並告知學生。 

2. 「新生親師座談會」邀請

卡，可以加印 QRcode，或製

作 google提單連結，方便家

長用手機掃描後直接填寫。 

感謝用心，祝福校運昌隆 平安

喜樂。 

資管系 

衛保組回覆： 

1. 本校衛保組專任營養師，依「學校衛生法」及「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

辦法」，定期針對「校內餐廳」進行衛生查核與管理，並於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台，將

每日食材來源登錄，提供透明化的餐點資訊。另與校內餐廳合作，提供多款健康餐盒供

學生選購，鼓勵健康均衡的飲食。衛生保健組每學期皆會舉辦多項健康促進活動，其中

亦包含營養活動與講座，提升營養相關知識與技能。 

2. 校外餐飲營業場所之管轄權責為衛生主管機關，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桃園市

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會不定期查核餐飲營業場所，若對於店家食品安全及環境衛生

有疑慮，可直接向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反應，衛生局會派員稽查，確保民眾的食品安全及

健康。 

諮商中心(承辦單位)： 

 謝謝家長的建議，目前的報名已經是透過填網路表單方式進行，未來進行設計的時候，

會將 QRcode列入考量。 

衛保組 

諮商中心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7 
針對校園安全的關心，是否能

提出具體措施? 
  

1. 本校校安中心為處置緊急事件，設置值勤人員 24小時輪值，採不定時實施校園巡查，

並關切可疑校外人士主動勸離或報警協處。 

2. 本校總務處排定警衛定時巡邏外，已與中壢警分局普仁派出所簽訂支援協定納入巡邏區

域。 

3. 本校各館所假日及夜間均設有門禁管制，持續叮嚀宣導同學務必配合門禁管制措施，以

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4. 持續精進校園安全環境，並積極利用各種集會及網路社群媒體方式予以宣導，以能建立

加強學生警覺防衛意識。例：近 2年本校編組院系教官與學生代表實施校園安全空間檢

視，本(108)學年度主針對女廁安全實施檢查，置重點為檢視周邊環境及監視器設置是

否足夠及允當，並全面測試求救鈴妥善狀況，以持續精進提升校園安全。 

校安中心 



中原大學 107學年度新生親師座談會 

家長關心議題及意見回覆彙總 

整體議題：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1 

1. 宿舍洗衣機是否有定期保

養清洗 

2. 交換學生(國外學校)可供

參考資訊，尤其國外學校環境

資訊增列 

3. 學生交通工具(機車)車棚

安全管制設備、管制提升 

4. 學生外語能力增強(於硬

體、軟體、教學)之相關配套措

施提升、增強 

5. 懇請學校尤為重視學生全

人教育(尤其體能要求)不定期

安排營養師座談 

6. 校外(周邊)安全(日夜)管

控，能職司專人負責，防杜未

然 

以上懇請學校惠助改善，俾利

中原大學，學生、家長共榮及

心安 

化工系 

住宿組回覆： 

 宿舍洗衣機每月由福委會督考外包廠商定期實施保養及維護，並於每學期結束前，實

施所有機具清洗與消毒作業，建立優質洗衣環境。 

國際處回覆： 

 謝謝家長的建議，未來將會持續編修並新增交換姊妹校的資訊，包括環境、地理位置

等資訊，讓學生對於可以交換的姊妹校狀況，能有更清楚而全盤的了解。 

 詳細資料可參閱國際處網頁：http://oia.cycu.edu.tw/ 

事務組回覆： 

 宿舍洗衣機在合約中均有詳細規範要求廠商定期保養清洗。 

 學校規劃機車停車位(棚)均有刷卡管制，需要申請才能停放，且四周架設有監視器，

安全上應該沒問題。 

語言中心回覆： 

 英文學習方面，本校現行規劃三門英語必修課程，共 6學分，每門課皆為一學年之課

程。課程分為大一英文、英語聽講及大二實用英文，皆依能力分班、適性教學，以增強學

生之英語能力，並幫助學生取得英文能力鑑定證照為目標。除上述所提及之英語必修課程， 

語言中心亦開設以下進階英語選修課程，如下一覽表： 

課名 課碼 課名 課碼 

托福讀寫訓練 LG601H 進階英語口說 LG705G 

托福口說訓練 LG602H 托福口說訓練 LG602H 

 

住宿組 

國際處 

事務組 

語言中心 

衛保組 

軍訓室 

http://oia.cycu.edu.tw/


項次 家長意見 所屬系別 回覆情形 回覆單位 

關於第二外語選修課程方面，開設課程外語基礎課程如下一覽表： 

課名 課碼 課名 課碼 

越南語(一) LG395G 越南語(二) LG395G 

德語(一) LG708L 德語(二) LG603H 

法語(一) LG709L 法語(二) LG274G 

 此外，語言中心開辦許多外語自學活動與課程，例如「看電影學外語欣賞」，本學期共

31場次，分別包含英、日、法、韓、印地、德、越南語等七種語言之電影，每場皆有外語

老師帶領與解說。 

 為了讓學生有外語口說練習的機會或將來考照準備，亦開辦多類型外語自學輔導課程

(包含引導式、情境式及主題式)、英語檢定證照考試、外語檢定實戰班等皆受到學生歡迎。 

 在資源方面，學生可隨時進入圖書館網站上「線上學外語」的連結中，有豐富的外語

學習平台可以使用。 

 檢定獎勵方面，為鼓勵學生學習外語並考取證照，如學生在學期間(新生從入學當年度

8月 1日起算)通過「外語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所列各項外語文能力檢定，並取得檢定證

明文件者，可申請獎勵金，以鼓勵學生增強外語文能力及提昇其國際競爭力。 

衛保組回覆：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每學期都會舉辦營養與保健相關健康促進活動，107上學期已辦理

25場健康飲食講座，預計下學期繼續辦理相關議題，學生可主動報名參加。 

軍訓室回覆： 

 本校與普仁派出所訂簽支援協定書, 校園內及週邊均有員警巡邏協助維護安全。 

2 

中原夜市可仿照中壢夜市，限

定時間(固定時間)進行管制

(禁車、禁汽機車通行) 

化學系 

中原夜市非本校職責可以管轄之範圍，建議家長透過 1999 電話或桃園市政信箱

https://taotalk.tycg.gov.tw/向主管機關反映，本校也會在適當場合代為向主管機關反

應家長的建議。 

承辦單位 

  

https://taotalk.tyc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