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第2學期
日間部導師會議

學生事務處
109.03.25



教務處
• 若有尚未繳交學雜費之同學，請協助提醒盡早繳費，「逾期末繳費者」
會依學則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予以退學處理。

• 教學意見調查時間期中為3/30(一)至4/7(二)；期末為5/25(一)至
6/17(三)，請提醒同學按時上網填寫。

• 本學期線上棄修申請時間為5/4(一)至5/11(一)中午12點，請提醒同學，
每學期棄修科目以二科為限。

• 109學年度面臨少子化的嚴峻考驗，請協助配合校級及學系各管道招生
宣導相關活動，各項招生宣導活動若需要學生協助，在不影響學生學習

情況下，請惠予及簽准學生公假；亦請鼓勵學生留校續讀相關學制。

• 英/外診中心提供許多學習資源，請協助宣導學生周知，可親洽露德樓
3F或電洽分機7402-7404。



總務處1/3

• 配合整體校園防疫，再次重申本校校園防疫期間不對外開放，假日期間

進入校園之本校師生，請主動出示證件以利校警辨識，並配合本校體溫

量測管理措施，懇請全校師生務必配合。

• 防疫期間校園設置四處多功能戶外帳篷區，位置於正氣樓榕樹區、排球

場旁石桌區、仰福廣場與薪傳劇場等四處，每日均有定時消毒，請師生

安心使用，並於用後將桌椅排列整齊。

• 疫情仍嚴峻，氣候也漸趨炎熱，109年3月13日至3月15日期間營繕組已

對校內通風較差以及電腦教室共21間加裝風扇，改善教室通排風狀況。

請師長協助轉達，務必請授課老師開啟門窗，打開風扇，保持良好通風，

請同學們戴口罩，讓我們一起為校園防疫與學習安全共同努力。



總務處2/3

• 配合整體校園新冠肺炎防疫作業，避免室內飛沫空氣污染，除特殊教室

外，辦公室、研究室及一般教室、學生宿舍、圖書館等室內區域，防疫

期間空調設備暫停使用。

• 台電高雄區營業處為供電安全進行高壓電力熔絲汰換，本校訂於109年4

月2日(星期四)上午8時至12時配合施工規劃全校停電，當日由本組電氣

維護人員支援現場停電作業，資教中心與環安組協助系統設備復電後之

檢查作業。

• 109年3月4日已寄發「藻」您一起回收儲值拿獎勵的電子郵件週知全校

學生，每位同學每月一次，回收20瓶寶特瓶或鐵鋁罐於求真樓一樓之回

收機完成登錄後，將給予記嘉獎乙支。



總務處3/3

• RO飲水機、電梯、監視器、消防設備或緊急求救電話有異樣，請逕撥校內分機

2521-2524，或逕洽總務處環安暨保管組，以收時效。

• 請協助宣導學生餐廳點餐APP將自108學年第二學期開始上線試用，相關操作說明

將另行將另行印製發與各班總務股長，歡迎同學們多加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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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不辦理收發

「非住宿生」之私人信件及包裹。

• 請代為宣導學生多利用轉帳、信用卡或超商繳交學雜各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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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 教師廣度陪伴計畫時段需每週設定4小時。
• 學生請防疫假(公假)，指導老師是導師，請協助點送出並後續關
懷 (學生若僅為「自主健康管理」，請勿上課，依防疫假處理)。

• 安心就學同學的點名，請授課教師依上課情形及要求，自行完成
點名，有任何問題，請洽生輔組。

• 班上若有定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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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期間需知及請配合事項：
• 協助督促副班長每日下午1:00前完成線上班級健康狀況通報，並
請對有異常或未能準時回報同學後續關懷。

• 持續督促同學依時打掃及落實教室消毒作業。



軍訓室1/3

• 請協助學生藥物濫用防制：
察覺學生有疑似狀況時，可告知
求助方法(軍訓室協助.到有勒戒醫
院求助.向警察自首)，並通知家長
知悉：可由家長自主驗尿，或由
學校進行。
察覺疑似毒品時，可送至軍訓室，
或通知軍訓室前往取物。

• 本室於3月3日寄給導師「108學年
度第二學期特定人員調查」一封
信，請導師協助調查，尚未回覆
導師，請於3月31前以紙本或電子
表單回傳軍訓室。（陳光祖2252)



軍訓室2/3

• 請提醒學生：電子煙＝煙，請依規定至民族路大樓旁抽煙區
• 請老師上課時，非必要，勿與學生有肢體碰觸；另根據性別
平等教育法36條：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24小時內未向學
校及當地縣(市)主管機關通報罰3萬～15萬。

• 交通安全提醒：



軍訓室3/3

• 108學年度，尚未完成
訪視導師，請協助盡快
完成。

• 建議新生班導師，本學
期務必利用時間前往訪
視，其他班級導師，如
班上同學沒有更換租屋
處，可不必前往訪視或
以電話訪視亦可。



生涯發展中心
1/3

• 學生證照獎勵申請(承辦人：應國慶，分機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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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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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2學期取得之證照請於109年7月31日前提出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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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黃芬蘭，分機2262)。

http://wz104.wzu.edu.tw/


生涯發展中心2/3

• 懇請曾擔任107學年度各所系科畢業班導師，於畢業班班網、臉書、

LINE群組等社群媒體協助轉達本校畢業後3個月學生流向追蹤問卷調

查之「文藻問卷系統」連結，並請107學年度畢業校友至該平台點選

「校友」身分確認登入，並輸入帳號【身分證字號】與密碼【生日，

7碼，例如 0900301】，即可開始自行填答問卷，調查期程：109年3

月1日(日)起至109年3月31日(二)止(承辦人：黃芬蘭，分機2262)。



生涯發展中心3/3

• 文藻外語大學五專部畢業生投入
職場展翅計畫(承辦人：劉乃瑜，
分機2265)：
申請對象：五專部三升四年級或
四升五年級學生，並經各科甄選
通過且簽署就業意願書，若申請
學生有下列之條件則可優先考量：
1.每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達七十
五分(含)以上者。
2.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突遭變故、因其他特殊
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
法順利受學校教育之在學學生。



諮輔中心1/3

• 諮商與輔導中心學生線上預約個別諮商

• 各學院主責輔導人員

心理輔導

資源教室



諮輔中心2/3

班會
• 每月最少召開1次

• 每學期至少召開4次

• 班會紀錄全面線上登
錄及簽核

• 承辦人：林藝欣

• 分機2272

聊天室
•因應疫情，本學期
期中考後才開放

• 承辦人：張小華
• 分機2278

申訴
• 對於本校裁決，認
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利或利益
者，得提出申訴

• 承辦人：張祐瑄

• 分機2282



諮輔中心3/3

懷孕學生

•各班級導師或任課
老師知悉班上學生
懷孕，請立即轉介
諮商與輔導中心，
共同擬定整體輔導
計畫

• 承辦人：林庭鈺

• 分機2278

保護性案件通報

• 新版兒少保護、成
人保護、性侵害案
件通報表可至諮輔
中心網頁下載

• 通報網站

「關懷e起來」
https://ecare.moh
w.gov.tw/

家庭暴力
• 學校接獲當地(社政)主管
機關轉知家庭暴力事件
時，無需針對該轉知事
件再進行通報案

• 惟後續如有知悉該名學
童再有疑似遭受家庭暴
力，於24小時內向當地
主管機關通報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 原資中心致力於關懷原住民學生，每學期提供原住民學生課業輔導、
舉辦多元的原住民文化講座、展演與活動，凝聚原住民學生情感，
提昇校園適應力，並透過學生之間的交流與共學，加強其外語能力
與增廣文化軟實力，歡迎各位導師聯繫本中心，讓我們一起關心原
住民學生，幫助他們快樂學習與成長！

• 原資中心助理王慈恩，分機2232
• 課業輔導：本中心大力協助原民生課業輔導，已經提供50人次，共
120小時的課程，另有開放網路社群互學平台，請導師協助了解原
民生的生活及學習狀態，如有需要課輔之學生，敬請聯繫本中心安
排，本中心亦會主動與導師聯絡以追蹤了解學生情形。



課指組

• 專科部一、二、三年級須至少參加一個社團，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參加

社團者，可下載「學生免參加社團申請表」，經由導師簽名後送交學

務處課指組審核。

• 志願服務申請方式及志工培訓課程資訊請參考導師會議手冊。



人文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 自108學年度起，通識教育中心停止開設「服務學習」必修課程。

若有重(補)修學分需求的同學，請改以修習由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

之選修課程或微型課程，並於修習課程完成取得學期成績後，填寫

註冊組申辦單並檢附成績單至本中心申請學分抵免認列。



吳甦樂教育中心
• 配合防疫政策：

1.原定5月13日成人禮、畢業感恩授帶禮，

會再行通知活動方式，請各位導師務必留意。

2.4月29日(三)15:00-17:00《直播話青春》為原定專一周會，目前

改為直播方式進行，請各班班導師與同學留在班級教室觀看直播。

3.本學期「吳甦樂廳系列活動」：靜的力量祈禱會、睡衣電影院，

歡迎住宿生和外宿生參加。系列活動可參與人數減少，並安排防疫

措施。



體育教學中心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原訂109年3月27日舉行之

『文藻外語大學第38屆全校運動會』取消辦理。



文藻外語大學衛生保健組
黃羽彤組長



飛沫傳播
接觸傳播

新型冠狀病毒傳染途徑



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症狀

發燒 胸痛、呼吸困難疲倦痠痛咳嗽

潛伏期:接觸病原體後，症狀出現前的時間2-14天



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分級 意涵 旅遊建議

第一級:注意 提醒注意 提醒遵守當地的一般預防措施

第二級:警示 加強預警 對當地採取加強防護

第三級:警告 避免所有非必要旅遊 避免至當地所有非必要旅遊





確實掌握教職員工生入境旅遊史，進行疫情調查與檢疫隔離







上學/上班前先量體溫

勤洗手 有症狀戴口罩

生病不上學/不上班

良好生活習慣

新型冠狀病毒疾病預防



教學環境維護

消毒重點提醒

教職員工生疫情調查

掌握學生出缺席及身體狀況

校園防疫



1.含氯漂白水
★定期於課程結束後環境消毒
★含氯漂白水當日泡製

2.酒精(７０％～７８％)

4.保持通風3.增加課桌椅間距

★建議使用在３C產品及人體
★接觸分泌物後之手部消毒

★打開門窗增加對流★減少近距離傳染。

環境維護原則
先清潔，再消毒



勤洗手 重衛生教室環境消毒（先清潔，再消毒） 公共區域環境消毒

出入口 大門手把

洗手台手把 飲水機

樓梯扶手 電燈開關

電梯開關 公用教具

每日以1:100(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針對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進行消毒。

地板

設備開關

課桌椅

講桌

門把

窗戶邊框



u開學前與學期期間完成旅遊史調查

u開學後持續校園健康管理

Travel.

Contact

旅遊史
14天內是否有出入中港澳地區
及旅遊警示區域(日本、泰國、新加坡)

接觸史
接觸疑似或確診個案

教職員工生旅遊史調查



健康觀察：落實生病不上學。

體溫監測：發燒請就醫與返家。

病假通報：回報診斷及症狀

掌握學生出缺席及身體狀況



量體溫

戴口罩

課程帶到戶外

疾病融入課程

教導用餐勿語(不
共食不共飲)

勤洗手

教室消毒

老師們可以這樣教…







戴口罩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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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武漢肺炎正確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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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監測與通報
1.請確實掌握與關心班上同學身
體狀況與請病假原因。

2.如有出現發燒或類流感應戴口
罩立即就醫，並通報衛生保健
組2242-2245，落實「生病不上
班、不上課」原則，在家休養
直至症狀解除後24小時始返校，
以免交互感染。

3.班上若有居家檢疫的同學請確
實完成檢疫14天，解除後才可
返回學校上課。

4.若學生主動告知，已至醫院採
檢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請務必通報衛生保健組。



防疫期間莫驚慌自主防護有保障

防疫需要大家共同合作
Let's fight together against 

the Wuhan Coronavirus. 
期望全校師生都能放心工作、開心學習，平安健康。

文藻外語大學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