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親師成長交流座談會綜合座談提問答覆 

題

號 
題目 

回應 

單位 
回應內容 

1 

請問五專部非應英或應

日的學生，可否參加海

外企業實習或留學？ 

國際處 

1、海外實習、留學不分系科，皆可以參加。 

2、實習，根據各科課程表規劃於適當年級實

施，惟必須由老師推薦實習廠商並經系審核

通過（詳情請洽各系辦公室）。 

3、短期交換留學，五專 4年級以上可參加。亦

可修讀本校與英國 Middlesex University

合作之 5+2模式，取得本校專科與英國學士

學位（詳情請洽國際處）。 

2 

請問午餐合作店家有配

合外送至學校嗎？請導

師協助將餐點的店家名

單及住址再 PO 至家長

群組內。 

學務處 

1、本校 111學年度衛生登錄餐飲店家如下，相關

店家由學生餐飲自治團體成員每週 2 次及衛

保組護理師每週 1 次不定期依教育部頒訂之

「學校餐廳衛生管理檢查表」及「餐飲廠商衛

生稽查表」執行餐飲衛生稽核。 

 
2、本校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開發「Line 致理商圈

小幫手」，可以用此 Line 帳號直接下單給商

家，除了自取外，有些店家亦可提供外送服

務。 

 

3、學校各大樓均設有蒸飯箱，鼓勵同學可自帶

便當，營養又衛生。 

3 學生好像上課吃飯都需 學務處 目前本校五專 1-3年級上課時間有手機管控，



要網路？請問上課時間

的手機是否有管控？是

否老師可以建議學生不

要網路，只在有需求時

用 wifi？ 

各班教室皆掛有手機袋，上課時教師會要求學

生將手機拿到手機袋放置。 

4 

致理~自己人~(FB)會有

宣導周知及分享各資訊

嗎？ 

招生處 

有，會即時貼文最新學校公開資訊、學生獲獎

優異表現及致理生活機能介紹。 

5 

五專一年級與大一新生

家長關心子女的問題層

次有明顯差異，建議貴

校日後分兩場進行。 

學輔 

中心 

謝謝家長的建議，本校將會再評估日後分兩場

辦理的可行性。 

6 
請問學校男女混合住宿

是否會存在安全問題？ 
軍訓室 

1、學生宿舍有 9層樓，各樓層都需要有磁扣才

能進入，較無安全疑慮。 

2、學生宿舍住宿規定有規範住宿生禁止到異性

樓層，違規者予以扣點，超過 10 點予以退

宿處分。 

7 

寒暑假學生宿舍是否要

清空？有考慮增設冰箱

嗎？ 

軍訓室 

1、學生宿舍住宿是一學年(上、下學期)寒假屬

於上學期，寒假離宿僅須清空床上及桌面，

（個人物品可放置衣櫃內），以利消毒作

業，下學期結束就必須清空辦理離宿，俾利

後續消毒及床位規劃。 

2、目前宿舍寢室有規劃放置小型冰箱空間，住

宿生可自行放置想冰箱；考量個人衛生習

慣、清洗及用電安全，暫不規劃增設公共冰

箱。 

8 

是否可以在宿舍增設食

物販賣機如一些麵包與

飲料，因為第一節課來

不及購買早餐。 

軍訓室 

目前學生宿舍有放置投幣式販賣機，學校有全

家超商及 OKmini投幣式販賣機可提供學生使

用。 

9 
請問台北市或新北市同

學可否申請學校宿舍？ 
軍訓室 

本校學生宿舍床位有限，以外籍生、中低收入

者優先入住，另外島、中南部依距離遠近規劃

安排，台北市及新北市因距離較近，暫時無法

開放申請。 

10 

宿舍只新生可申請，有

沒有什麼機制可以讓二

年級以後的遠道生也可

以爭取住宿？ 

軍訓室 

每年 5月初軍訓室會辦理學生宿舍自治幹部遴

選，當選自治幹部可優先入住，但必須協助住

宿生點名、值週、防疫及狀況處置等事宜。 



11 

請問我的小孩開學第一

天回家就確診了，您們

剛才說課業都有線上影

片可以看,可是孩子說

不是每科都有耶？ 

教務處 

【課務組】 

1、本校依教育部新學期之防疫新制，訂有防疫

教學規範與防疫通報 SOP流程，各課程授課

教師經系統通知學生確診(或居隔)後，將於

當週教學現場實施上課錄影或將指定教材與

作業，上傳於數位學院，以提供學生居家照

護期間之學習。 

2、因每位教師授課形式不同，部分課程較無法

於上課進行中錄影，建議學生可先與授課教

師聯繫，並進行學習討論。 

12 

請問學校會輔導每位孩

子考取證照嗎？還是孩

子要自己去報名想考取

的證照呢？謝謝。 

教務處 

【課務組】 

1、本校針對各學制訂有畢業門檻，各系(科)亦

針對系(科)特色訂有專業證照之要求。針對

上述之證照，各系(科)均會結合課程以輔導

學生考取證照。 

2、另，本校其他單位，如教務處課務組、語言

中心、教學發展處學習促進組、圖書資訊

處、職發處技能檢定中心及各院(系)等，皆

會不定期舉辦各類型證照之輔導班，歡迎有

興趣及需求之學生報名參加。 

13 

五專部學生若畢業後想

要再就讀致理二技部，

是否有校內學生的保障

名額？是否需要考試或

直接申請入學？有何成

績的門檻限制？ 

教務處 

【註冊組】 

1、五專生欲進入本校日間部二技學制就讀，可

透過以下二種方式：  

(1)技優甄審：取得認可之競賽獲獎者、持

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取得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及格證書者，具技優

甄審之資格。參加技優甄審者，須於每

年 5月向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報

名，並於 6月參加欲就讀校系指定項目

之甄審(須向該系繳交審查資料)。 

(2)申請入學：須於每年 11-12月向技專校

院招生策略委員會報名，並參加 4-5月

的二技統測。統測分數占 30％，其餘

70%，為欲就讀校系進行書面資料審查等

分數。 

2、本校進修部二技學制入學採書面資料申請

制，欲就讀者應於每年 11月至隔年 8月進

行報名，並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3、本校日、夜間二技招生無成績門檻限制，由

相關科系依整體申請者之分數排序篩選。 

4、為鼓勵本校五專學生於畢業後繼續升學，強

化專業能力，特定五專四、五年級時，可向

本校二技學制之學系申請預修，並於入學本

校二技後向系上申請學分抵免，以所短修時

程。 

14 
請問五專一年級輔導早

自習的天數否能增加？ 
教務處 

【課務組】 

1、本校配合教育部規定，取消五專部一年級第

一節的課程與考試，讓學生有更多自主學習

的時間和機會。 

2、若學生需提早至學校溫習課業，學校上午

8:20即可入教室，歡迎學生提早到校學習。 

3、若在課業上有需輔導加強，亦可請導師或任

課教師，協助申請同儕的課業輔導。 

15 

學生之前未在規定時間

內將高中取得的證照上

傳領取獎勵點數，請問

何時可以進行補救？ 

技檢 

中心 

針對大一新生部分，本中心特別開放 9/26-9/27

二日，請同學持今年(111年)2/1-7/31 生效之

證照至技檢中心進行補申請作業。 

16 
請問會資系電腦辦公室

軟體有學生版嗎？ 
會資系 

1、學生只要透過網路連到學校的首頁，點選在

校學生/就學服務-雲端虛擬電腦教教室，即

可使用校內的授權軟體。 

2、會資系專業軟體如下：ACL電腦稽核軟體、

MERP管理布政使、WSTF會計師財稅簽證系

統、WSTP會計師工作輔助幫手、Workflow 

ERP GP系統，亦有一般程式桌面：Windows 

7 企業版及 Office 2010供同學使用，相關

使用資訊及其它軟體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cloudapi.chihlee.edu.tw/ 

17 

請問應英系如何引導學

生探索個人未來職涯興

趣，據此紮根？希望可

以避免學非所用，只有

學歷卻沒有結合個人興

趣的就業力。 

應英系 

每學期會安排「與主任談心」時間，會依照當

學期學生年級，提醒未來要注意事項，專三後

與同學討論升學或就業的方向。本系五專部於

高年級亦可跨學制選課，針對個人專長，增加

不同選課，以利未來選擇系所之依據。四技部

亦提供實習機會，讓學生至不同產業實習，增

加就業職能與選擇。 

18 
五專學生反應在教室連

不到學校 wifi。 

圖書 

資訊處 

1、目前，學校無線網路日間時最多同時約有 1千

5、6 百人同時使用，系統網路組上班日每天



都有監控無線網路使用狀況，亦持續改善無

線網路訊號涵蓋範圍，同學使用上如果仍有

問題，請隨時與我們聯繫，告訴我們什麼時

間？在哪一間教室？用什麼設備上網？去哪

一個網站？這樣我們才能有效針對問題、儘

速處理。 

2、同學如果是使用無線網路，行動上網品質會隨

地點(基地台數量/網路規格/頻寬)、地形與

建物遮蔽、使用人數及終端設備等因素而影

響，每一台 Smart Phone / xPad / NB 本身

的 WiFi 特性也都有很大的差異。 

3、同學使用上有任何問題，歡迎到系網組辦公

室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