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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業務報告 

壹、 教務處 

招生組 

一、 本校 107 學年度新增設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歡迎大學部畢業生報名參加該學程甄選入

學考試。 

二、 本校畢業生留校升學日二技獎助學金，於 105 年 5 月 3 日行政會議決議刪除，惟仍保留

留校升學日四技及研究所之獎助學金，詳細辦法可以請同學至註冊組網頁中參閱「文藻

外語大學（日間部）獎學金設置辦法」。 

三、 招生宣導工作持續推展中，招生組若有需要各班級學生協助招生宣導工作之事宜時，屆

時懇請各位導師簽准學生之公假，以利招生宣導工作能順利推展。 

註冊組 

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班成績總表放置於系辦公室之導師信箱。 

二、 日間部各學制學生證背後之註冊欄位，本學年度開始不加蓋註冊章（同學無需再繳交學

生證），請各班班長於開學日（9/12）後至註冊組領取一張學生證背面之新說明，學生證

僅代表在學證明，請協助同學自行黏貼。 

三、 依本校學則規定：本校日間部學生均須修畢所屬系（科）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且學業

及操行成績均及格，以及通過系（科）訂定之語言能力檢定標準（或加修並通過替代課

程），始得畢業，領取學位證書。敬請導師協助宣導：本校日間部學生於應屆畢業學年

度，未通過系（科）訂定之語言能力檢定標準（或加修並通過替代課程）者，翌學年屬

延修生，仍須按所屬學制之學則辦理就學註冊相關事宜，而依本校學則之規定，延長修

業若超過 2 年，仍未通過各系語檢門檻或未修習「語言檢定畢業門檻替代課程」並及格

者，將予以退學。 

四、 在校務資訊系統導師功能整合專區有「學生學習成效檢核資料庫」，彙整每位學生在校

應修科目及學分數、畢業語檢門檻通過情形，敬請導師善加利用此資料庫資訊，以備輔

導學習成效不佳之同學。 

五、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英檢通過情形，已放置於系辦公室之個人信箱，敬請應屆畢業班

導師協助提醒尚未通過語言能力檢定標準之學生，好好利用最後一學年努力學習（亦可

選擇參加替代課程），以免造成明年 6 月因未通過語言檢定畢業門檻而無法畢業，取得

學位證書。 

六、 請導師協助宣導請尚未繳交學雜費之同學盡早繳費，依學則規定「逾期末繳費者」，應

以退學處理。 

七、 日間部各學制學生證加蓋註冊章（同學無需再繳交學生證），學生證影本若需要加蓋「註

冊組」者，請同學影印學生證影本後再至註冊組用印即可。 

課務組 

一、 106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彈性上課，補 10 月 9 日（星期一）國慶日彈性放假，敬請

導師協助提醒同學 9 月 30 日應到校上課。 

二、 期中考試週為 106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至 11 月 19 日 （星期日）；期末考試週為 107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至 1 月 21 日（星期日），敬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依規定時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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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並遵守考試規則。 

三、 本學期棄修申請期間為 11 月 27 日（星期一）至 12 月 6 日（星期三），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週六及週日不受理）。其他申請注意事項，請同學參閱教務處課務組網

頁之最新公告。 

四、 本學期「期初教學意見調查」預計於 9 月 22 日（星期五）至 10 月 6 日（星期五）進行、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預計於 10 月 30 日（星期一）至 11 月 5 日（星期日）進行、「期

末教學意見調查」預計於 12 月 18 日（星期一）至 107 年 1 月 14 日（星期日）進行，

敬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屆時上網填寫。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於本學期為學生準備了下列資源及學習機會，懇請導師協助宣傳學

生周知及鼓勵學生多多運用學校資源： 

一、 多國語診斷諮商：106 年 9 月 18 日開學日起開放 LDCC Dr. E-Learning 多國語（英/法/

德/西/日/韓）學習之診斷和諮商相關服務、免費資源。學生在語言學習各方面如有任何

疑問或需求，都可預約英/外診中心駐診老師，幫助學生找到學習的良方。 

二、 一對一主題式口語練習：106 年 9 月 18 日開學日起開放英/法/德/西/日/韓語一對一口語

練習，由同學挑選自己喜歡的口說主題，與由優秀的文藻學長姐所擔任    的口語小老

師，在輕鬆自在的環境下自然而然運用英外語聊天對話，是最夯的自學項目之一。 

三、 迷你口語俱樂部：全新主題與口語練習形式規劃之迷你口語俱樂部，106 年 9 月 18 日

開學日起也將開放英/法/德/西/日/韓語課程報名。同學可與三五好友揪團一起報名參

加，選擇自己喜歡的口說主題，進行 6-8 週的小組口語課程，成立自己的英外語口說小

組，與小老師及好友一起戰勝口說。 

四、 全民英檢、博思 BULATS、多益校園語檢考試：為提供學生參加考試便利性及相關之學

習資訊與訓練，本學期預計將辦理兩場 TOEIC 考試、兩場 BULATS 考試以及一場全民

英檢考試，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五、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106 年起「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將由教務處英/外語能

力診斷輔導中心負責辦理。 

106 年度 12 月份將辦理 106 學年度第 3 次「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二級（CSEPT）」

考試，參加對象及辦理時程規劃如下： 

（一） 考試對象：日五專即日二技學生（不含延修生），其餘自行報名。 

（二） 考試日期：106 年 12 月 3 日辦理。 

※本次測驗不另行發放准考證，測驗當日請學生務必攜帶身份證正本應試。 

六、 英外語教學/活動團隊徵選：本學期 106 年 9 月 18 日起開放徵選招募英外語教學/活動

團隊。對英/法/德/西/日/韓/華語教學，或對活動規劃執行有興趣的同學，只需至中心

網頁下載中心徵選報名表，填妥相關基本資料、學習歷程、服務經驗等資訊即可報名

參加面試。歡迎同學踴躍報名或導師推薦優秀同學名單，一起加入英/外診中心教學/

活動團隊行列。 

七、 英語達陣系列課程：本學期將推出語文檢定處方課程，包含大學英檢聽力/閱讀、多益

測驗聽力/閱讀，協助同學順利戰勝考試，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以 上 相 關 活 動 內 容 及 預 約 報 名 資 訊 將 於 9 月 中 旬 公 告 於 英 / 外 診 中 心 網 站

http://c017.wzu.edu.tw/front/bin/home.phtml，同學可透過英/外診中心網站查詢、臉書粉絲專頁

http://c017.wzu.edu.tw/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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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LDCC-515584515258208/?fref=ts 按讚追蹤、電洽（07）3426031 分

機 7402-7404、親洽英/外診中心（露德樓 3F）或與中心 E-mail 聯繫 aa85@mail.wzu.edu.tw，

中心都將為您提供所需之資訊。 

 

貳、 總務處 

事務組 

一、 請協助宣導上課教室桌、椅勿任意移至他處，影響其他學生上課權益。 

二、 請協助宣導各教室如有桌椅、板擦機、窗簾等損壞，請逕至校務系統報修或至總務處告

知事務組同仁，建議勿經由班會紀錄簿再轉交處理，以收修繕時效。 

三、 請協助宣導本校冷氣卡沒有儲值功能，即用罄後購買不同面額的新冷氣卡，唯冷氣卡使

用完畢後可繳還至學校便利商店(萊爾富或 7-11)並退還卡片押卡金。 

 

環安暨保管組 

一、 RO 飲水機故障或電梯有異樣，請逕撥校內分機 2521~3，或逕洽總務處環安暨保管組，

以收時效。 

二、 請協助宣導-保持 RO飲水機接水盤之乾淨，勿將食物菜渣、泡麵等雜物留置於接水盤上。 

三、 請協助宣導並管制學生切勿在電腦教室內飲用食物，避免蟑螂、老鼠進入覓食。 

四、 請協助宣導-請同學確實做好垃圾與資源回收分類。 

五、 請協助宣導『校園內禁止使用免洗筷子』。 

六、 請協助宣導-配合登革熱與茲卡病媒蚊孳生源防治清除，針對教室內外、清潔工具放置

處、租賃處、自家環境徹底落實「巡、倒、清、刷」： 

（一）「巡」-經常巡檢，檢查教室內外、清潔工具放置處、租賃處、自家環境可能積水

的容器。 

（二）「倒」-倒掉積水，不要的器物予以丟棄。 

（三）「清」-減少容器，使用的器具也都應該徹底清潔。 

（四）「刷」-去除蟲卵，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養蚊。 

七、本校已成為台灣綠色大學成員，相關之塔樂禮宣言、環境保護政策宣言、環境安全衛生

政策宣言等，已放置於總務處網頁，並請落實於校園生活中。 

八、請協助宣導本校校園空氣污染警示與防護措施，已於 106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依據行

政院環保署新制「空氣品質指標（AQI）」懸掛空污旗及 AQI 指標活動建議執行。 

九、其他相關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有疑慮時，請與環安暨保管組陳組長（分機 2521）聯絡，俾

便即時處理。 

 

營繕組 

一、校內各項公用設施或教室場所等設備損壞，請利用資訊服務入口網報修申請及查詢作

業：點選我要報修→填入報修明細→送出報修資料→報修成功。 

https://www.facebook.com/LDCC-515584515258208/?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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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遇緊急事故，或需要緊急報修服務時，請撥打校內分機 2539，即有營繕組同仁立即為

您服務。 

三、校內各棟大樓 1 樓位置，已建置校內分機電話，方便學生連繫師長，請宣導同學多加利

用，只要拿起話筒撥打 104按照語音指示，說出師長姓名即可轉接。 

四、已開放導師研究室分機可撥打行動電話，相關辦法請參酌總務處網頁「文藻外語大學導

師撥打行動電話管理辦法」，請樽節使用。 

五、105年 8月 1日起，校園空調系統控制開關於中午 12點再斷電一次，每日空調斷電提醒

時間為中午 12：00、下午 6：00、晚上 10：00。 

出納組 

一、 各單位因各項活動所募集之款項，如欲開立學校捐款收據，請備妥捐款者資料。如為個

人捐款，請提供姓名、住址及聯絡電話；如為公司捐款，請提供公司名稱、統一編號、

住址及聯絡電話（個人捐款收據若資料提供完整，可於申報年度所得稅時自國稅局申報

系統下載完整年度捐款資料）。 

二、 請代為宣導學生之銀行帳號請完整維護於校務資訊系統。 

三、 請代為宣導學生若欲至出納組繳納學雜費、加選學分費、住宿費、替代課程及大專英檢

費用，請攜帶繳費單以利銷帳作業（學雜費、加選學分費繳費單學生可自行至校務資訊

系統補列印）。 

四、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合作銀行服務時間及地點如下： 

（一） 服務時間： 

 台灣中小企銀：每週二、四中午 11:00~13:10  

  玉山銀行:每週二中午 11:00~13:10 

    （二）服務地點：行政大樓一樓進修部製版室 

五、住宿生掛號信等，平日由學生宿舍工讀生至民族路警衛室取回分發，若需自行領取掛號

信件，應出示學生證或身分證等可識別身分之證件，始得領取；住宿生往來信件，應註

明「住宿生」及寢室號碼，以利迅速處理郵件。 

六、星期例假日寄達之掛號信件，住宿生若有急件掛號信件需領取，可至民族路警衛室，出

示學生證或身分證等可識別身分之證件，向值班警衛先生簽領。本校不辦理收發「非住

宿生」之私人信件及包裹。 

 

文書組 

本校學生如須蓋用學校印信，均須透過權責單位，循行政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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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務處 

106 學年度學生事務異動事項 

生活輔導組 

一、 敬請導師協助執行及配合之相關事宜: 

協助事宜 活動辦理時間/登錄期間 備註說明 

召開班會 

每學期各學制需召開次數： 

專科部：每週召開乙次為原則 

（每學期至少召開 8 次）。 

大學部：每學期至少召開 4 次。 

研究所：鼓勵召開。 

一、 請參閱「班會記錄簿」首頁，其中簽核順序：

導師 / 系主任 / 學生事務處。 

二、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之記錄簿經系主任簽核後，

請送生活輔導組，餘各學制（含專科四、五年級）

請送諮商與輔導中心。 

新生班級於開

學日班會時間

選任幹部 

一、 新生班級導師請協助於開學

當日班會時間選任班級幹部。 

二、 幹部名單請於開學日班會結

束後，請副班長繳回生輔組。 

生輔組將另行 email 通知新生班級導師，敬請協助。 

班級幹部訓練 

日期：106.9.20(三) 

大學部(含專科 4~5 年級及二技部)

各班：1510~1600 

專科部 1~3 年級各班：1610~1700 

一、 請導師們協助叮嚀指定的幹部們務必參加，如

無法參加，請自班上尋找代理人。（相關事宜請

參閱生輔組公告） 

二、 自 106 學年度起，設備股長廢除，無需再選派。 

學生缺曠嚴重

通報 
學期間到課情況異常通報 

一、 請導師由校務資訊系統內登錄輔導情形並回

傳，須轉介的個案，可經由線上轉介至諮商與輔

導中心或軍訓室。 

二、 特殊情況傳訊告知家長（個資法規範）。 

期末操行成績

登錄 

106.12.25(一)至 107.01.12(五) 

 

 一、操作手冊網址：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572 
  二、導師評定學生操行成績以+10 至-10分為評定範

圍。（基本分為 82分） 
 三、請依循明確標準參考學生日常生活綜合表現與

校內外特殊表現為依據。 

獎懲資料簽報 

即日起至 107.01.12(五)前 

全校各類敘獎敬請依上列時限完

成登錄及紙本呈核，以免影響學生

之權益。 

 一、操作手冊及敘獎原則網址：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572 
 二、敘獎原則請至生輔組網站下載，可整批產生班

級幹部名單，簡易的操作流程，便利導師登錄。 

期末學生獎懲

委員會議 

預計於 107.01.23（二）召開，屆

時將另行通知相關師長。 

敬請委員、導師、系教官及系主任預留該時段參與本

會，屆時生輔組將另行通知。 

線上登錄「導

生輔導資料」 

1.每學期與導生班的學生談話乙

次，一學年以登錄乙次為原則。 

2.每學年導生輔導資料登錄截止

日期至 7/10 日止。 

登錄流程：校務資訊→導師功能整合平台→於「登錄

審核」選擇「導生輔導資料登錄」→登錄完畢按「存

檔」即可。約談與輔導紀錄之完整能有效傳承，俾利

後續輔導工作更順利進行。 

廣度教(導)師

陪伴計畫 

持續辦理(針對非導師班學生之輔

導記錄)。 

一、 操作手冊網址：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572 
 二、一般專任教師：進入校務資訊系統/登錄/學務

登錄作業/「廣度教(導)師陪伴學習成長計畫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572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572
http://c004.wzu.edu.tw/ezcatfiles/c004/img/img/1356/172132105.pdf
http://c004.wzu.edu.tw/ezcatfiles/c004/img/img/1356/172132105.pdf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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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事宜 活動辦理時間/登錄期間 備註說明 

-Office hour」。(105-2學期登錄率達 92%) 
 三、導師：進入校務資訊系統/登錄/學務登錄作業/

「導生輔導資料登錄」，再點選 Office hour 預

約查詢進入 (導師身份以上 2個路徑皆可使

用) 。 

勞作教育 

專科部：每日執行時間為
07:30-07:50 

大學部：以班級為單位選擇時段，

相關時段如下： 

(1)07:30-08:00(2)12:00-12:30 

(1)17:00-17:30 

勞作教育相關資訊： 

1、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656 

2、大學部勞作教育勤缺紀錄，學期間每週一審核完

畢並送出線上審核，登錄流程：校務資訊系統→

登錄→學務登錄作業→勞作服務審核作業。 

二、 重要宣導事項： 

 （一）106 學年度起，學生線上請假審核流程變更如下: 

1. 喪假、婚假、分娩假、流產假、陪產假、天然災害假、生理假等 7 種法定假別，

流程為：導師審核→彙入操行管理系統→副本通知授課教師、學生本人及生輔組 

2. 事、病假：導師審核→授課教師→彙入操行管理系統→副本通知學生本人 

3. 公假： 

    （1）學生線上申請，點選指導單位→指導老師→指導老師之主管→生活輔導組承

辦人→生活輔導組組長→導師→授課教師→彙入操行管理系統→副本通知學

生本人 

   （2）指導單位批次作業：指導老師→指導老師之主管→生活輔導組承辦人→生活

輔導組組長→導師→授課教師→彙入操行管理系統→副本通知學生本人 

（二）特殊生之關懷與協助：班上倘若有定察生、轉學生、復學生及身障生…等，需要

高度關懷的學生，敬請導師與班級幹部多提供協助。 

（三）1.為加強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

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https://www.tipo.gov.tw) 

   2.「商標法」重要條文宣導：本校學生真實案例。 

自大陸某網站購入商品轉售，賺取生活費，幾個月後，警方告知觸犯商標法~故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商品的本身是否為仿冒品，如果不清楚商品的真假，千萬

不要賣!!如果賣了就可能違反"商標法"。賣家於拍賣商品時，最好能對於有疑

慮之商品先行查核，是否已登記商標或著作權，但目前未登記的商品，也有可

能在未來被註冊登記，請大家小心，以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觸法網。 

（四）包容與尊重是人權法治之基本權利與責任，重點在於尊重與維護人性尊嚴與行為

法則，使校園內所有成員都能瞭解到個人尊嚴及尊重他人的重要性，並能加強種

族、族群、宗教、語言、群體等多元文化之間的尊重、包容與發展，促進個人、

社會、全球之權利與責任的理解與實踐。相關參考網站如下: 

1.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http://hre.pro.edu.tw/1-1.php) 

2.臺灣高等法院-人權大步走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mp200.html 

3.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查署-人權法治與品德教育宣導    

 http://www.tnh.moj.gov.tw/ct.asp?xItem=4176&CtNode=10969&mp=005 
（五）校園中若拾獲失物或欲尋找遺失物，請於週一至週五於學務處生輔組洽詢或隨時

上文藻遺失物臉書專頁（失物在【藻】回家的路）。 

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656
https://www.tipo.gov.tw/
http://hre.pro.edu.tw/1-1.php
http://www.tnh.moj.gov.tw/ct.asp?xItem=4176&CtNode=10969&m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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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新生手札電子書，內容為本校新生需了解之訊息，相關路徑如下：文藻首頁→行

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新生手札_築夢踏實】。 

  （七）再請導師宣導學生周知各類生活事項，可於班會時機運用下列網址: 

http://d008.wzu.edu.tw/category/137654 

 

軍訓室 

 專一至專三同學除特殊情況外，課後得於 15:00 後返回宿舍。 

 強化校外賃居處所評核，保障校外賃居同學住的安全。請導師協助各班副班長於開學二週

內，完成班上同學賃居住所調查繳交至軍訓室管理；並擇期完成校外賃居生訪視，訪視資

料（軍訓室網頁下載）請繳交至本室存查（訪視方式：現場訪視．電話訪視），新生建議

採現場訪視。不合格處所，軍訓室會派人前往複查。（洽陳光祖教官） 

 配合「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請導師於開學三週內協助瞭解班上同學是否

有下列狀況：(1)曾經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含自動請求治療者)；(2)各級學校之未成

年學生，於申請復學時，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者；(3)有事實足認為有施毒品嫌疑之學

生。相關表格於開學後會寄至各導師信箱，不管有無特定人員，請導師於時間內寄回給本

室承辦人列印存查。（洽陳光祖教官） 

 役男出國交換或遊學，時間長達三個月以上同學，請依規定於出國前一個月至軍訓室辦理

相關作業（洽高廷珩教官）。 

 學期中如遇同學發生重大事故（往生、重病住院、傳染病等）請於第一時間內告知軍訓室

知悉，以利管制回報教育部知悉。07-3429958 

 

生涯發展中心 

一、 W-Portfolio 時光藻堂： 

(一) 預計每學期舉辦 2-3 場「W-Portfolio E 履歷」課程，主要內容為 E履歷建置講解及操

作。若班上有學生要申請國際交換生、文藻優秀青年、校內獎學金者，惠請各位導師

多多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課程，詳細課程資訊及報名連結將公告於本中心網頁。 

(二) 生涯發展中心亦提供班級教學，如導師有需要在班會課中說明 W-Portfolio 時光藻堂

的操作方法者，敬請與本中心聯絡，本中心將會與導師協調並安排時間、講師與上課

地點，請盡量於今年 12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 

(三) 本中心已新印製操作及使用簡介，將放置於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生活輔導組、服務學

習中心、課外指導組等相關單位，亦歡迎導師索取發放。並請引導同學可至【時光藻

堂】中的操作/下載專區下載相關影片及操作手冊。 

二、 學生證照獎勵申請： 

(一) 有關「文藻外語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要點」（含證照種類或級別），請參閱本

中心網頁「相關法規」（網址：http://d009.wzu.edu.tw/article/298182）。 

(二) 請導師鼓勵學生踴躍提出證照獎勵申請。學生可直接於校務資訊系統【歷程檔案平台】

提出申請，相關申請說明亦請參閱本中心網頁公告（網址：http://d009.wzu.edu.tw/）。

本學期（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取得之證照請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完成。 

三、 企業導師計畫申請： 

(一) 計畫目的：透過邀請畢業校友回校擔任業界導師，期待校友的職場經驗與升學進修的

http://d008.wzu.edu.tw/category/13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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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協助應屆畢業生了解職場現況及所需職能、科系出路、升學選擇歷程，提升對職

場及升學環境的了解，有助於職涯規劃，增進對未來發展的信心。 

(二) 申請方式：請各位畢業班導師至本中心「下載專區」（網址：

http://d009.wzu.edu.tw/category/136520）下載填寫「106 學年度企業導師申請表」（含

企業導師個人履歷表、活動計畫表【請事先借好活動教室地點】），並於企業導

師說明會一週前 e-mail 向本中心承辦人(承辦人：應國慶/分機 2262，e-mail：

cdc@mail.wzu.edu.tw) 提出申請，每場企業導師說明會以 2 小時為原則。 

(三) 補助費用：本中心將提供企業導師鐘點費（每小時 1,600 元）及高鐵來回交通費(限外

縣市企業導師使用)。考量經費有限，以經費執行完畢為止。 

四、 106 年度第 1 學期生涯發展中心擬辦理活動如下表一所示。請各班導師協助公告相關活

動資訊，並鼓勵學生踴躍自行至本中心網頁活動公告之網路報名聯結完成報名。 

表一 106 年度第 1 學期生涯發展中心擬辦理活動一覽表 

「文藻講堂」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名人講堂」─魏如昀 

臺灣著名華語流行音樂創作女歌手 
106.10.12（四）15:10-17:00 

文園2樓會議室W211或

化雨堂 

（視參加人數而定） 

你不可不知道的職場生存法則─ 

許你一個未來：做好個人的生涯規劃 

講者：Career 就業情報臧聲遠總編輯 

106.10.19（四）15:10-17:00 

行政大樓3樓國際會議

廳A313  

就業五力全開─「競爭創造力」講座 

講者：學學文創志業陳宇芯經理 
106.10.25（三）15:10-17:00 

就業五力全開─「協調溝通力」講座 

講者：明安國際集團謝玉娟專案室理級主管 
106.11.01（三）15:10-17:00 

你不可不知道的職場生存法則─ 

做個受歡迎的人：職場禮儀與職場倫理 

講者：張雄喬企業人資協理 

106.11.02（四）15:10-17:00 

就業五力全開─「越境國際力」講座 

講者：人資顧問與培訓講師陳麗紅顧問 

（曾為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人力資源部協理） 

106.11.08（三）15:10-17:00 

你不可不知道的職場生存法則─ 

擁抱小確幸：職場幸福學 

講者：中華人力資源社會責任協會 

張琇琳顧問 

106.11.09（四）15:10-17:00 

就業五力全開─「組織工作力」講座 

講者：李易修導演 
106.11.22（三）15:10-17:00 

你不可不知道的職場生存法則─ 

別碰職場地雷：職場的生存之道 

講者：迦碩事業徐羿甄總經理  

106.11.23（四）15:10-17:00 

就業五力全開─「決策思辯力」講座 

講者：文化大學哲學系傅皓政系主任 
106.11.29（三）15:1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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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探索-WORKSHOP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CPAS工作適性檢測暨達人剖析（第1場） 

講師：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張玉潔督導 

106.12.06（三）15:10-17:00 
E101、E201 

 行政大樓3樓國際會議

廳A313 
CPAS工作適性檢測暨達人剖析（第2場） 

講師：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張玉潔督導 

106.12.13（三）15:10-17:00 

職涯輔導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生涯研習營 106.10.28（六）整天 
行政大樓3樓國際會議

廳A313 

*實習行前講習會─第一場 106.11.22（三）15:10-17:00 

文園2樓會議室W211 *實習行前講習會─第二場 106.12.27（三）15:10-17:00 

*實習行前講習會─第三場 107.01.03（三）15:10-17:00 

備註：*欲參與企業實習學生，於實習前「需參與任一場實習行前講習會」。 

五、 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 

107 年度本校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將於明年 5 月 2 日(星期三)在文藻紅磚道舉辦，預計

有 50~55 家廠商，屆時請各位導師幫忙多加宣導。 

六、 請導師鼓勵學生使用文藻 104 求才求職網(http://wz104.wzu.edu.tw/)，此平台提供各類工

作機會搜尋，未來學生有意願申請實習者，亦請參考本中心及各系科的『實習專區』內

容。 

七、 本中心將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於文園二樓 W211 會議室舉辦三場實習講習會，分別為

106 年 11 月 22 日（三）、106 年 12 月 27 日（三）、107 年 1 月 3 日（三），時間統一

皆為 15：10 至 17：00。同學需參加過本中心所舉辦之實習講習會取得講習證明後，始

可報名各系或本中心之實習職缺，敬請各位導師幫忙宣傳，鼓勵同學參加。 

八、 本校將於 106 年 11 月 27 日至 107 年 1 月 19 日之間進行 105 學年度技專院校實習課程績

效評量實地訪評。由生涯發展中心統籌辦理，重要作業期程如下： 

(一) 106 年 9 月 29 日前填寫「實習機構實地訪評建議名單」。 

(二) 106 年 11 月 10 日前送達「105 學年度技專校院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評量報告」。 

(三) 實習課程績效評量準備工作日程表請參照表二。 

 

表二 文藻外語大學 105 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評量準備工作日程表 

時間 重要工作內容 進度 

106/7/14 【受評學校實地訪評時間調查表】繳件。 已完成 

106/8/4 績效評量報告初版完成。  

106/7 月底～106/8 月中 
各系說明會：績效評量說明，實習相關程

序變動或重要事項宣導。 
 

106/9 月中 績效評量報告第二版完成。  

106/9/29 【實習機構實地訪評建議名單】繳件。  

106/10 
實地訪評日期、實地訪評實習機構於 106

年 10 月公告。 
 

http://wz104.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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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 月下旬 績效評量報告確認版完成。  

106/11 月初 績效評量報告確認版陳閱鈞長核章。  

106/11/10 
學校繳交績效評量報告截止日，下午 5 時

前寄達台評會。 
 

106/11 月中 校級準備會議。  

106/11/27～107/1/19 實地訪評期間。  

九、 教育部調查畢業生畢業滿一年、三年流向調查： 

針對 105 年度調查項目─【平均每月收入】，畢業生畢業後滿一年（103 學年度）及畢

業後滿三年（101 學年度）之調查分析結果分別如圖一-1 至圖一-2 所示；針對 105 年度

調查項目─【學期間以下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有所幫助？（複選題，至多 3

項）】，畢業生畢業後滿一年（103 學年度）及畢業後滿三年（101 學年度）之調查分析

結果分別如圖二-1 至圖二-2 所示。（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

統，調查時間：105 年度 11 月。） 

 

圖一-1 畢業滿一年（103 學年度）：其中學士班【平均每月收入】分布圖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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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 畢業滿三年（101 學年度）：其中學士班【平均每月收入】分布圖 

 
 

圖二-1 畢業滿一年（103 學年度）：其中學士班填答【學期間以下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現在

工作有所幫助？（複選題，至多 3 項）】分布圖 

 

備註：其中以語言學習、專業知識/知能傳授、課程實務/實作活動為前三名學習經驗且對於目

前工作有所幫助之結果呈現。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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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 畢業滿三年（101 學年度）：其中學士班填答【學期間以下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現在

工作有所幫助？（複選題，至多 3 項）】分布圖。 

 

備註：其中以語言學習、專業知識/知能傳授、課程實務/實作活動為前三名學習經驗且對於目

前工作有所幫助之結果呈現。 

十、 106 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三個月、滿一年（104 學年度畢業）、三年（102 學年度畢業）、五

年（100 學年度畢業）調查刻正辦理中。敬請各位畢業班導師透過班網、通訊群組、臉

書等公告此訊息並協助張貼填答連結，https://gssdata.iiiedu.org.tw。請畢業同學踴躍填答。 

服務學習中心 

105 年 7 月行政會議已修正通過「文藻外語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因此自 105 學年度

起推動志工服務事宜均依據修正後辦法實施。105 學年度已取消服務學習畢業門檻，以鼓勵

取代規範，邀請全校學生自由選修服務相關課程並參與各項校內外服務活動。相關規定修改

後有下列重點提醒，敬請各位老師轉請同學們留意： 

一、 畢業門檻規定 

1. 專科部學生： 

       無服務時數之畢業門檻規定。 

2. 四技部學生： 

(1) 105(含)學年度之後入學學生： 

無服務時數及必修課程之畢業門檻規定。 

(2) 102~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 

取消 32hrs 服務時數之畢業門檻規定。 

尚未完成原規定之「服務學習」必修課程同學，請以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服

務學習」選修課程代替原必修課程，修習完成始能畢業。 

(3) 轉學(系)生： 

依其轉入年級之入學年度規定辦理。 

(4) 延修生：請直接洽詢服學中心 

https://gssdata.iiied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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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服務學習課程」相關問題，請詢問通識教育中心。 

二、 志願服務申請方式 

志願服務時數申請與登錄區分為下列二大類： 

1. 不申請將志願服務時數載入「志願服務記錄冊」：（無簽核程序，督導老師自行完成） 

(1) 同學洽詢校內一位老師(教職員均可)擔任服務督導人員。 

(2) 同學於學務處-服學中心-志工人力銀行網頁，查詢各項校內與校外服務機會。 

(3) 同學與督導老師自行與刊登單位接洽服務事宜。 

(4) 督導老師於校務資訊系統完成志願服務申請登錄。 

(5) 同學依服務單位規定完成服務方案並接受督導老師指導。 

(6) 督導老師於校務資訊系統填寫各項內容，並上傳勤缺表、評核表、活動成果照片

完成服務時數認證。 

     2.申請將志願服務時數載入「志願服務記錄冊」（有簽核程序，同 104 學年度） 

(1) 申請單位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將各項服務計畫依本校「105-106 學年度志願服務計

畫」規定，於服務起始日前至少 14 個工作日，提送計畫經服務學習中心審核通

過後辦理。遇臨時性需求，得於活動起始日前提出志工服務計畫送審。 

(2) 服學中心審核完成後，申請單位依服務計畫完成志工服務方案。 

(3) 於校務資訊系統完成各項內容填寫，並上傳勤缺表、評核表及活動成果照片。 

(4) 服學中心審核完成後即可將服務時數載入，並於學期末列印服務時數條提供學生

黏貼於「志願服務記錄冊」。 

三、 各項志工培訓課程資訊 

1. 有意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者，須完成下列二要件： 

(1) 基礎訓練 12hrs：台北 e 大課程(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2) 特殊訓練 12hrs：校內舉辦之講座課程。 

2. 106 學年預定辦理之志工特殊訓練講座日期如表： 

四、 服務學習相關資訊 

1. 文藻外語大學志工人力銀行：http://svbank.wzu.edu.tw/ 

2. 服務學習中心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LCofWENZAO/ 

3. 服務學習中心 LINE ID：slcofwenzao 

4. 服務學習中心未來將舉辦各類服務學習培力工作坊、機構座談會，並組織教師社群與

學生成長團體，誠摯邀請教職員工生熱情參與，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一起投身公益

日期/時間 活動 講題 講師 地點 

106.11.18(六) 

09:30-17:00 
106-1 志工特殊訓練課程 1 待定 待聘 

行政大樓 

A313 

106.11.19(日) 

09:30-17:00 
106-1 志工特殊訓練課程 2 待定 待聘 

行政大樓 

A313 

106.11.25(六) 

09:30-11:30 
106-1 志工特殊訓練課程 3 待定 待聘 

行政大樓 

A313 

106.11.25(日) 

09:30-11:30 
106-1 志工特殊訓練課程 4 待定 待聘 

行政大樓 

A313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http://svbank.wz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SLCofWENZ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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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活動日期與內容將再行公告。 

諮商與輔導中心 

一、新生生活適應測驗活動 

五專生使用中學生生活適應量表，時間安排於 106年 9月 25-29日各班自修課。 

日間部四技、二技新生進行「習慣、健康與生活量表(HHL)」測驗。將商借電腦教室課

程進行。導師收取學生測驗報告書，網址：

http://pactest.majibear.com/index_tc.php(需再確認)，承辦人：王靜風，分機 2279。 

二、 輔導股長擔任各班與諮商與輔導中心及生涯發展中心的聯繫。諮商與輔導中心規劃相關

的訓練與講座如下： 

（一）「習慣、健康與生活量表(HHL)」線上施測方式。 

（二）其他活動訊息將另行通知學生，欲詢問請撥打分機 2272~2282。 

三、 班會紀錄簿相關事宜： 

(一) 105學年度發生多起學藝股長遺失班會紀錄簿之事，事後均已補發，請各班導師務

必協助叮嚀學藝股長，降低班會紀錄簿遺失之頻率。 

(二) 專科部 4、5年級及大學部(四技、二技部)班會，每學期至少召開 4次。召開班會

前請學藝股長至諮商與輔導中心領取班會紀錄簿，且會後 10日內由導師指導完成

會議紀錄，每次班會結束經導師簽名後並送系主任核章，投入諮商與輔導中心「班

會紀錄簿」櫃中；常見學藝股長學期結束前方才繳交，讓班會紀錄簿溝通、聯繫之

功能大打折扣，煩請各班導師協助，讓班會紀錄簿之功能發揮至極致。承辦人:李

岱蓉，分機 2272。 

四、 本校深度陪伴計畫，規劃「聊天室」，針對學生不同的學習及成長需求，給予輕鬆但深

度陪伴服務，引領學生正向地發展與學習。歡迎同學到諮商與輔導中心的網頁或直接至

中心來報名預約。承辦人：巴凱翔，分機 2278。 

五、 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本校之懲處、其他

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辦法規定，向本校提起

申訴。承辦人：莊宜靜，分機 2273。 

六、 本學期諮輔中心班級輔導申請表如附件一(手冊最後頁)，歡迎各班級多加申請。 

七、 本學期辦理與導師相關之活動場次如下： 

 

 

 

 

 

 

 

 

 

 

http://pactest.majibear.com/index_tc.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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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時間 主題/講師 參加對象 活動地點 

106/09/13(三) 

10:30-12:10 
校園性平事件處理及因應 

郭正鵬律師 

全校導師、一二級主

管、學務同仁 
國璽廳 

106/09/13(三) 

13:20-15:00 

社會支持如何幫助抵抗壓力 

~從神經可塑性的角度談起 

游一龍教授 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

究所 

全校導師、一二級主

管、學務同仁 
國璽廳 

106/10/17(二) 

10:00-12:00 

大腦當家~談有效輔導 

洪蘭教授 
教師導師自由報名 

行政大樓國

際會議廳

A313 

106/10/27(五) 

10:00-12:00 

認識滑世代 

~網路沈癮的辨識與輔導 

高醫精神科柯志鴻醫師 

教師導師自由報名 

行政大樓國

際會議廳

A313 

106/11/3(五) 

13:00-17:00 

花精情緒平衡法用於學生輔導工作 

王真心副教授 輔仁大學心理系 
教師導師自由報名 

行政大樓國

際會議廳

A313 

106/11/09(四) 

13:00-15:00 

心理創傷初步評估與個案研討 

元品諮商所黃雅羚所長 
教師導師自由報名 

行政大樓國

際會議廳

A313 

106/11/10(五) 

15:00-17:00 

從學權談校園法律 

~師生彼此間的紅線分寸拿捏 

德明科大柯志堂學務長 

教師導師自由報名 

行政大樓國

際會議廳

A313 

 

【導師經驗交流座談會】 

時間 主題 參加對象 地點 

106 年 9月 22日 

週五 17:30-18:30 
進修部優先關懷學生輔導說明會 

進修部新生班導師 

(供晚餐) 

行政大樓 2F

會議室 

106 年 10月 24日

週二 12:00-13:00 
五專部優先關懷學生輔導說明會 

五專新生班導師 

(供午餐) 
中心會議室 

106 年 10月 31日

週二 12:00-13:00 
大學部優先關懷學生輔導說明會 

四技二技新生班導師 

(供午餐) 

行政大樓 2F

會議室 

【各學院主責輔導人員】 

英語暨國際學院 分機 歐亞語文學院 分機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分機 

謝懷嫻社工師 2282 莊宜靜社工師 2273 李岱蓉社工師 2272 

王靜風心理師 2279 余謝涵心理師 2274 蔡雨潔心理師 2280 

洪玉梅心理師 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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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五專新生中學生生活適應量表測驗時間表】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本中心在 106學年成立，校園內目前有 127位原民生，中心提供原住民學生在學校內有

一個文化交流的青年聚會所，將會在校內、外舉辦多項推廣原住民文化的活動，凝聚

原住民的向心力，使各族群年輕人的文化交流，分享原鄉共有之原民文化，認識並學

習原民文化的積極保存與經營方式，進而可以回饋部落而傳承文化，同時協助原住民

學生提昇校園適應力和外語能力。 

二、 中心輔導原民社團（原住民新生代社團），分享原民文化，從靜態展覽到歌舞表演或舉

辦節慶文化活動，連結南區各大專院校的原民社團，互相分享與學習，辦理聯合成果

展或社團發表，進而發揚原住民藝術之精髓。 

三、 課業輔導：本中心將追踪觀察與協助原民新生適應全英文課程，與住宿適應新環境。結

合學姐學長制度、迎新活動，認識環境與增加與原住民學生社群的互動，帶領新生盡

快適應新的環境。此外，本中心成立學生讀書會，辦理課業輔導，可以拉近彼此的距

離與養成讀書習慣。 

四、 國際交流:本中心業務將結合各系所之資源伴隨國際交流，如交換生或境外實習等機

會，帶著原鄉部落之文化走訪世界，隨著本校網路大學之建置，亦將進行多國語原民

文化教材之製作，在國際學術場合上主動出擊，挾外語大學之優勢向四海之民傳播原

民文化之美。 

衛生保健組 

 新生體檢（二技、專科部）－106年 9月 23日（六）上午 8:00~12:00於本校圓形廣場及

薪傳劇場進行，請協助宣導，儘量依照班級規定時間內受檢，以免造成擁擠現象。 

 流感疫苗校園集中接種宣導：本學期配合衛生福利部「106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高

雄市三民區衛生所與疫苗接種特約醫療院所，依擬定之接種順序到校執行五專 1至 3年級

學生流感疫苗施打，以維護師生健康，減少疾病在校園內傳播並擴散至社區。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106 年 8月 1日起學生平安保險由三商美邦人夀承保，學生發生意外

或疾病住院可申請理賠，事件發生二年內可申請，可至衛保組網頁下載或親洽索取理賠申

請表填寫，並備妥診斷書和就醫收據，交至衛保組辦理。另有關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理賠相

關事項說明可參閱學生平安保險網業 http://d007.wzu.edu.tw/category/137328，或親洽衛保

組查詢。 

 校醫免費看診－本學期看診時間自 106年 9月 18日開始，每週一及週五 12：20~13：20，

提供校醫免費看診服務，並有藥劑師給藥；除醫師看診時間外，本組無法提供任何內服藥

班級 時間 地點 

XS1A 106/09/25週一第九節 E308 

XE1B 106/09/25週一第九節 E304 

XE1A 106/9/27週三第二節 E303 

XJ1A 106/09/27週三第四節 E310 

XG1A 106/09/27週三第三節 E309 

XF1A 106/9/28週四第三節 E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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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若有經常性的頭痛、胃痛、經痛，請您於校醫看診時間至本組看診備藥或請自備個

人常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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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文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一、 105 學年度起大一「服務學習」課程由「必修」改為「選修」，課程依照準備、服務、反

思、慶賀四階段之理念進行。 

二、 關於課程內容調整相關說明已公告於通識教育中心網頁，歡迎有疑問師長與同學向通識

教育中心洽詢。 

三、 105 學年度前入學學生須重(補)修日四技一年級「服務學習」課程者皆依 105學年度課

程內容辦理之。 

四、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資訊 

 

 

 

 

 

五、 重修生(102-104 學年度入學)欲於本學期補修「服務學習」，請留意網路選課時程。 

吳甦樂教育中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吳甦樂教育中心承辦活動日期如下： 

活動/時間 參加對象 備註 

日五專新生祈福禮 

106 年 10 月 11 日(三)15:10 
日五專一年級 導師務必出席 

日四技新生祈福禮 

106 年 10 月 18 日(三)(共 2 場) 
日四技一年級 導師陪同出席 

進修部新生祈福禮 

106 年 10 月 27 日(五) 20 :10 
進修部一年級 導師務必出席 

日二技新生祈福禮 

106 年 11 月 3 日(五)10:10 
日二技一年級 導師陪同出席 

體育教學中心 

一、新生盃球類競賽相關時程(預定) 

 

 

序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任課老師 授課時間 選課代碼 

1 服務學習 1 陳靜珮 星期一第 8節 1581 

2 服務學習 1 黃德芳 星期二第 8節 1582 

日期 項目 備註 

106.10.02(一)~ 

106.11.03(五) 

大一新生球類競賽 星期一~五的下午 17:10 比賽 

106.11.20(一)~ 

106.12.21(四) 

專一新生足壘球競賽 期中考後的星期一、三、四的

下午 16:10-17:00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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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隊新生甄選－目前校隊現有校隊有：男子籃球隊、女子籃球隊、男子排球隊、女子排

球隊、女子桌球隊、羽球隊及田徑隊，辦理校隊新生甄選，時間訂於 9.25（一）至 10.06

（五），各校隊甄選方式將公告於體育教學中心網頁。 

三、育美體育館相關宣導－禁止攜帶飲料(礦泉水除外)及食物進入體育館內，進入體育館運

動請著運動服裝、運動鞋，育美體育館僅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 

  （一）學期間開放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08:00~21:50  星期六 09:00~18:30。 

  （二）寒暑假開放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09:00~18:00  星期六、日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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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班級輔導申請單 

申請班級&人數 申請人 申請人聯絡電話 

   

欲申請日期 方便聯絡時段 地點 

106年   月   日，第   節   

班級輔導清單（請在圈內打勾）： 

○生涯探索篇  

【Ucan 生涯興趣測驗施測與解釋】 

  了解生涯狀況、進行職業選擇！ 

◎畢業班務必申請，其他班級自由申請。 

◎可申請日期：10/30-11/24。 

○自我探索篇(1) 

【HHL 健康習慣生活量表測驗施測與解釋】 

  了解壓力來源，化壓力為助力增長適應力！ 

◎其他班級，請先借好電腦教室，與諮輔中心聯絡。 

○自我探索篇(2) 
【深入內在、探索自我】 

創造幸福快樂美好人生。 

○紓壓放鬆篇 
【正念活在當下】 

 讓身心更平衡、健康、圓滿。 

○情緒接納篇  
【做情緒的主人】 

生活好輕鬆。 

○人際提升篇 
【增進人際關係】 

從改善自我開始。 

 

 

 

 

 

請欲申請班級輔導輔導股長填妥申請表後交回諮商與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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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諮商與輔導中心 心理健康宣導系列活動 

(一) 心理健康推廣系列講座 

精采生命，自己創造 

時間 活動名稱 對象 講師 活動地點 

106/9/25-29 五專新生生活適應測驗 五專新生 
中心同仁/ 

實習生 
各班教室 

106/09/27(三) 

15:00-18:00 

失戀博物館- 

療癒體驗：失戀工作坊 
全校學生 

楊昕瑜 

心理師 

諮輔中心 

團體諮商室 

106/09/27(三) 

15:00-17:00 

On Becoming a Person- 

同理心工作坊初階 

全校學生/ 

輔導幹部 

林頌航 

心理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0/02(一) 

1500-1700 

性平講座~ 

職場安全~性騷擾防治 
全校學生 

郭正鵬 

律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0/03(二) 

15:00-17:00 

性平講座~ 

“練”愛學分 
全校學生 

張容榕 

社工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0/9-31 日間部大學部新生 HHL測驗 四技二技新生 
中心同仁/ 

實習生 
電腦教室 

106/10/11(三) 

15:00-17:00 

On Becoming a Person- 

同理心工作坊進階 

全校學生/ 

輔導幹部 

林頌航 

心理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0/18(三) 

15:00-17:00 
馬賽克拼貼傳情-手作療癒活動 輔導幹部 

孫清讚 

日本 DAC 貴金

屬純銀黏土 

專業指導講師 

A302 

106/10/20 (五) 

10:00-12:00 

性平講座~ 

淺談校園性平事件 

全校學生/ 

師資培育學生 

郭正鵬 

律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0/23(一) 

15:00-17:00 

性平講座~ 

花甲男女轉大人-談分手暴力 
全校學生 

陳琮仁 

社工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0/24(二) 

15:00-17:00 

性平講座~ 

移動的國界~淺談人口販運 
全校學生 

Tifa台灣

國際家庭互

助協會 

張育華主任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0/25(三) 

15:00-17:00 
生命中的重量-自殺防治講座 

全校學生/ 

專科部三年級 

余謝涵 

心理師 

文園二樓 

會議室 

106/10/25(三) 

15:00-17:00 

手作系列~ 

柿柿如意(編織帶的運用) 

全校學生/ 

志工 

呂依純 

老師 
聊天室 

106/10/26 (四) 

13:00-15:00 

多元性別議題講座~ 

校園性平與愛情 

全校學生/ 

專二學生 

郭正鵬 

律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0/26(四) 

15:00-17:00 

生命教育系列~ 

看見生命中的幸福 
全校學生 

歐玲君 

老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1/08(三) 

15:00-17:00 

十二夜~專科部 

動物生命教育講座 

全校學生/ 

專科部四年級 

陳思韵 

心理師 

文園二樓 

會議室 

https://www.facebook.com/TIFA1105/
https://www.facebook.com/TIFA1105/
https://www.facebook.com/TIFA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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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8(三) 

15:00-17:00 

手作系列~ 

巧手做卡片-創意萬用卡 

全校學生/ 

志工 

呂依純 

老師 
聊天室 

106/11/22(三) 

15:00-17:00 

手作系列~ 

藝想不到之不織布運用 

全校學生/ 

志工 

呂依純 

老師 
聊天室 

106/11/23(四) 

13:00-15:00 

多元性別議題講座~故事、知識、

力量~一個青少 X的煩惱 
全校學生 

邱愛芝 

老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1/29(三) 

15:00-17:00 

多元性別議題講座~ 

淺談校園性騷擾 

全校學生/四

技一年級學生 

郭正鵬 

律師 
化雨堂 

106/12/06(三) 

15:00-17:00 

多元性別議題講座~ 

淺談校園性騷擾 

全校學生/ 

專三專四學生 

李荃和 

律師 
化雨堂 

106/12/20(三) 

15:00-17:00 

手作系列~ 

巧手做聖誕花圈 
全校學生 

何佳樺 

花藝老師 

諮輔 

空中花園 

(二) 全校性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講師 活動地點 

106/9/18(一)~ 

106/9/22(五) 

12:00-13:00 

友善校園周 

心理健康日 

諮輔中心 

輔導老師群 
紅磚道 

106/10/05(四)~ 

106/11/24(五) 

8:00-17:00 

失戀博物館- 

失戀特展：照片大募集【即日起~9/30(六)】  

失戀特展：那些過不去的紀念 

諮輔中心 

輔導老師群 

 

作品 mail至
wencounseling@g

mail.com 

諮輔中心 

空中花園 

106/10/30(一)~ 

106/11/24(五) 

12:00-13:00 

Ucan職涯測驗與解釋 
諮輔中心 

輔導老師群 

A501-A502

電腦教室 

(三) 團體與營隊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講師 活動地點 

106/10/21(六) 

10:00-16:00 
繪出生命力~纏繞畫體驗工作坊 

王瓊婷 

老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6/10/28(六) 

8:00-17:00 
多元生命教育習慣領域工作坊 

陳彥曲 

黃鴻順 
A313會議室 

106/10/12(四)-106/12/07(四) 

每周四晚上 18:30~20:00 
緣來如此！人際探索成長團體 

吳佩嬅/ 

黃海燕 

實習心理師 

諮輔中心 

團體諮商室 

106/10/19(四)-106/11/30(四) 

每周四晚上 18:00~20:00 

Health Life 靈性與藝術表達-創作療癒團

體 

孫清讚 

實習心理師 
A301 

106/10/31(二)-106/12/19(二) 

每周二中午 12:00~13:00 

Health Life 認識花朵的自然療癒- 

找出對應心靈的花朵團體 

謝立詩/ 

孫清讚 

實習心理師 

諮輔中心 

團體諮商室 

106/11/20(一)-107/01/08(一) 

每周一中午 12:00~13:00 
舒「今」活「古」—活在當下: 舒壓團體 

許雅芬 

實習心理師 

諮輔中心 

團體諮商室 

mailto:作品mail至wencounseling@gmail.com
mailto:作品mail至wencounseling@gmail.com
mailto:作品mail至wencounsel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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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週

次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對象 活動性質 主辦單位

1 106.09.20 15:10~16:00
大學部暨專科部高年級

班級幹部訓練」

化雨堂等7個場地

( 開學時公告 )

二技、四技專科部四~五年

級各班班級幹部
務必參加 生活輔導組

1 106.09.20 16:10~17:00
專科部低年級

班級幹部訓練

化雨堂等7個場地

( 開學時公告 )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各班班

級幹部
務必參加 生活輔導組

2 106.09.27 15:10~17:00 職場禮儀訓練
公簡廳口語

表達藝術廳

專科部四年級

( 英文科 )
務必參加 生活輔導組

2 106.09.27 15:10~17:00 傳染病防治宣導 化雨堂 四技一年級 務必參加 衛生保健組

2 106.09.27 15:10~17:00 教師節慶祝大會 文園二樓會議室
全校師生

( 開學初公告 )
務必參加 人事室

3 106.10.04 中秋節

4 106.10.11 15:10~17:00 職場禮儀訓練 文園二樓會議室
專科部四年級

( 法、德、西、日文科 )
務必參加 生活輔導組

4 106.10.11 15:10~17:00 日五專新生祈福禮 化雨堂 專科部一年級 務必參加 吳甦樂教育中心

5 106.10.18 15:10~17:00 日四技新生祈福禮 化雨堂 四技一年級 務必參加 吳甦樂教育中心

5 106.10.18 15:10~17:00
106年度暑假服務隊

感恩分享會
文園二樓會議室

暑假服務隊

服務同學

自由報名

參加
服務學習中心

6 106.10.25 15:10~17:00
綠色大學系列活動

專題講座
化雨堂 四技一年級 務必參加 總務處

6 106.10.25 15:10~17:00
生命中的重量

-自殺防治講座
文園二樓會議室 專科部三年級 務必參加 諮商與輔導中心

7 106.11.01
15:10~17:00
(依公告時間)

校園流感疫苗免費接種 育美館一樓 專科部一至三年級
自願接種

者參加
衛生保健組

7 106.11.01 15:10~17:00 日二技新生祈福禮 至善樓16樓 二技三年級 務必參加 吳甦樂教育中心

8 106.11.08 15:10~17:00
十二夜~專科部動物

生命教育講座
文園二樓會議室 專科部四年級 務必參加 諮商與輔導中心

9 106.11.15 期中考週

10 106.11.22 15:10~17:00 智慧財產權宣導 化雨堂 專科部一、二年級 務必參加 生活輔導組

11 106.11.29 15:10~17:00
多元性別議題講座

-淺談校園性騷擾
化雨堂 四技一年級 務必參加 諮商與輔導中心

12 106.12.06 15:10~17:00
多元性別議題講座

-淺談校園性騷擾
化雨堂 專科部三、四年級 務必參加 諮商與輔導中心

13 106.12.13 15:10~17:00

14 106.12.20 15:10~17:00
107年度寒假服務隊

授旗派遣禮
文園二樓會議室

寒假服務隊

服務同學

自由報名

參加
服務學習中心

15 106.12.27 15:10~17:00

16 107.01.03 15:10~17:00 企業實習行前說明會 文園二樓會議室
參與寒假及106學年度第2

學期企業實習之學生
務必參加 生涯發展中心

17 107.01.10 15:10~17:00

18 107.01.17 期末考週

              文藻外語大學106學年度第1學期全校共同時間【校級活動】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