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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期初日間部導師會議

會議資料手冊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
會議時間：民國 109 年 9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日間部導師會議流程
時間

內容

08:10-08：30 報到

地點
至善樓 13 樓

08:30-08：55

校長致詞暨頒發導師聘書(各學院院長代為受聘)
許副校長致詞

國璽會議廳

08:55-09：40

各單位業務報告：
教務、學務、生輔組、諮輔、軍訓室、吳甦樂

國璽會議廳

09:40-09:50 休息
09:50-11:10

11:10-11:25

輔導知能專題演講－大專導師在學生生涯路上的角色/
講師：黃柏勲 經理(凱雅郡股份有限公司)

至善樓 13 樓
國璽會議廳

導師移動至各分組場地

至善樓 13 樓

於各分組場地休息

各分組場地

分組座談一：各學制高年級學生需要怎樣的生涯協助?
參與人員：大學部三至四年級導師、專科部四至五年級
導師、二技導師、日間部碩士班導師
11:25-12:30 主持人：生涯發展中心黃翠玲主任

國璽會議廳

與談人：各系系主任
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分組座談二：贏贏策略的生涯輔導
1. 人與環境共贏~勞作教育功能的發揮。
2. 利人利己的共贏~公益與成本控管的學習。
11:25-12:30 參與人員：大學部一至二年級導師

至善樓 Z1307

主持人：諮商與輔導中心王靜風主任
與談導師：廖俊芳老師、孫韵芳老師
負責單位：諮輔中心、生輔組石子建、劉佳勳
分組座談三：專科部低年級學生生涯軟實力~談自律與
公益教育
1. 從他律到自律~專科部學生生活輔導工作。
2. 利人利己的共贏~以輔導公益園遊會為例。
11:25-12:30

參與人員：專科部一至三年級導師
主持人：黃榮貴總教官
與談人：陳靜珮老師、童鳳環老師
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至善樓 Z1308

分組座談四：國企管系生涯導師座談
參與人員：國企管系導師、系主任及系助
11:25-12:30 主持人：張淑芬學務長

至善樓 Z1310

與談人：孫素靜副學務長、生活輔導組陳僅麗組長
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12:30 後

午餐

※手冊資料將於會後公告在學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網頁，歡迎各位導師上網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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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業務報告
壹、教務處
註冊組
一、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班成績總表已送至各系辦公室之導師信箱，請各位師長留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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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過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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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學年即屬延修
生，延修生仍須按所屬學制之學則辦理就學註冊相關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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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校務資訊系統導師功能整合專區內有「學生學習成效檢核資料庫」之項目，彙整貴班
導生在校應修科目及學分數、畢業語檢門檻及服務學習通過與否的情形。敬請導師善加
利用資料庫之資訊，做為規劃輔導學習成效不佳之學生之參考。
四、 貴班若有尚未繳交學雜費之同學，請導師協助提醒盡早繳費，「逾期末繳費者」會依學
則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予以退學處理。
五、 日間部各學制學生如有學生證影本加蓋註冊章之需求者（同學無需再繳交學生證），請
同學自行影印學生證影本後再至註冊組用印即可。
六、 除了新生班級外，請提醒學生所參加之英語語檢為 109 年 8 月 31 日前舉辦者，可適用
修訂前之英語語檢成績比較參考表，然需於 109 年 9 月 30 日（三）下午 5 點前至教務
處註冊組完成認列手續。
七、 法規修訂：
一、 109 學年度開始日間部大學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
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退學。
二、 日間部學生缺課時數（含事、病、生理假、公、喪、婚假、陪產假及曠課；不含產
前假、分娩假、流產假及天然災害假）達該學期授課總時數（包括期中、期末考）
二分之一者，應令休學。
課務組
一、 本學期教學意見調查時程如表 1，期末教學意見成績作為教師們升等或續聘之參考依據，
敬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按時上網填寫。期末有填寫「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者，除了可參
加抽獎外，還可提早上網查成績，請同學踴躍上網填答。
表 1：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時程表
期初教學意見調查

9 月 14 日（一）至 9 月 30 日（三）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10 月 28 日（三）至 11 月 11 日（三）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12 月 23 日（三）至 110 年 1 月 15 日（五）

二、 期中考試週為 11 月 9 日（一）至 11 月 14 日（六）；期末考試週為 110 年 1 月 11 日
（一）至 1 月 16 日（六），敬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依規定時間應考，並遵守考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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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學期線上棄修申請期間為 12 月 21 日（一）至 12 月 24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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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留意棄修辦法第五、
六條規定，缺曠時數須符合以下規定方可申請：
第五條
「大學部學生棄修科目之缺課時數須未達實際授課總時數二分之一，專科部學生棄修科
目之缺課時數須未達實際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均不含期中考試週與期末考試週，進修
部學生不受此限；棄修後註銷其勤缺紀錄。」
第六條
每學期棄修科目以二科為限。
招生組
一、 本校 110 學年度招生系所更名與停招分別如表 2 及表 3 所示，敬請大家參閱。
表 2：110 學年度招生系所更名一覽表
項目
更名前名稱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1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2
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
3
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
4
5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6

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

表 3：110 學年度招生系所停招一覽表
項目
停招系所、學位學程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1
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
2

更名後名稱
翻譯系碩士班
國際事務系碩士班
東南亞學系碩士班
國際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外語教學系外語文教事業發展
碩士在職專班
傳播藝術系創意藝術產業
碩士在職專班
停招學制
四技進修部
碩士在職專班

二、 招生宣導工作持續推展中，招生組若有需要各系學生協助招生宣導工作事宜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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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業務組
一、 本校於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間，將接受教育部技專校院校務評鑑，並委託台灣評鑑協會
針對各教學系所進行教學品保評鑑。評鑑前置作業包含教育部問卷線上填答，學校另將
針對校務推展相關措施及評鑑當日注意事項進行宣傳；評鑑當日將有委員蒞校評比，並
進行教學觀摩及抽選教職員生晤談，尚請導師協助宣導此一重要校務活動，若因評鑑進
行造成不便懇請體諒。
（一） 學術類評鑑日期：11 月 3 日（二）。
（二） 校務類評鑑日期：12 月 4 日（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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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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9 月 14 日（一）開學日起開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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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預約中心的駐診老師，幫助學生找到學習的良方。
二、 一對一主題式口語練習：預計將於 109 年 10 月 5 日（一）起開放英/法/德/西/日/韓語一
對一口語練習，由同學自行挑選口說主題，再由優秀的文藻學長姐擔任的口語小老師，
在輕鬆自在的環境下自然而然運用外語對話，是口語進步最快速的自學項目。
三、 英外語迷你口語俱樂部 ：全新主題與口語練習形式規劃之迷你口語俱樂部，預計將於
109 年 9 月 28 日（一）起開放英/法/德/西/日/韓語課程線上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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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學軟體：為提升學生增進自主學習能力，英/外診中心引進針對聽、說、讀、寫、文法、
英檢應試技巧等互動式英/外文學習系統，學生可依照個人時間安排及需求至中心使用
相關資源，自行規劃並加強學習英/外文。
五、 Linguaskill 劍橋領思英語檢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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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未定）與兩場 Linguaskill
考試（時間未定）
，詳細報名資訊將於開學日後公告，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六、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四技部一年級新生已於 109 年 8 月 19 日及 8 月 26 日受測
完畢。五專部一年級新生預定於 109 年 9 月 19 日（六）14:00-16:00 進行測驗，相關公
告將在 109 年 9 月 11 日（五）公告於學校網站及本中心首頁。
針對受疫情影響使 108 學年度非應屆畢業生無法參與 109 年 4 月 26 日大學英檢測驗
一事：108 學年度非應屆畢業生已在 109 年 7 年 6 日至 109 年 7 月 29 日期間自由報名
109 年 9 月 20 日（日）大學英檢測驗，其中未通過畢業門檻之在校生，本校將繼續補
助其測驗費；109 年 9 月 20 日大學英檢測驗相關公告將於 109 年 9 月 9 日（三）公告
於學校網站及本中心首頁。
110 年 5 月 9 日大學英檢測驗之對象為未通過英語畢業門檻各學制之學生（進修部、
研究所及延修生可自由報名）。尚未通過英語測驗畢業門檻之在校生（含進步 60 分及
參加替代課程）仍須強制參加 110 年 5 月 9 日之測驗。另外，若有申請交換/實習、通
過畢業門檻需求同學，可自由報名參加校內/外其他英檢考試。
日期
參加對象
公告日期
狀態
109 年 8 月 19 日
四技部一年級新生
109 年 8 月 12 日
已完成
109 年 8 月 26 日
四技部一年級新生
109 年 8 月 19 日
已完成
109 年 9 月 19 日
五專部一年級新生
109 年 9 月 11 日
規劃中
四技部二~四年級自由報名學生
五專部二~五年級自由報名學生
109/7/31
109 年 9 月 20 日
109 年 9 月 9 日
二技部四年級自由報名學生
已截止報名
其他學制自由報名學生
110 年 5 月 9 日
未通過畢業門檻之日間部學生
110 年 2 月中旬
規劃中
(暫定)
及其他自由報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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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Dynamic Placement Test 語檢」
：此語檢可於行動裝置上進行測驗，有別於其他語檢，
除了電腦外，亦可於平板及手機上做測驗。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將針對專科部及四技部
一年級新生進行測驗，作為與 CSEPT 語檢之程度對照，並於開學第二週前舉辦考試。
八、 英/外語教學小老師徵選：預計將於 109 年 10 月 12 日（一）起徵選及招募中心英/外語
教學小老師。對英/法/德/西/日/韓語教學有興趣的同學，需至中心網頁相關公告中下載
小老師履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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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同學踴躍報名或請導師推薦優秀同學名單，一起加入英/外診教學小老師行列。
以上相關活動內容及預約報名資訊，請導師轉達學生可透過以下方式取得與了解：
 8 月下旬後陸續公告於英/外診中心網站：http://c017.wzu.edu.tw/
 電洽：（07）342-6031 分機 7402-7404
 親洽：英/外診中心（露德樓 3F）
 透過中心 E-mail 聯繫: ldcc@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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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總務處
事務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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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防疫相關措施，懇請全校師生務必配合。
二、 千禧樓 7-ELEVEN 便利商店通往校園之人行通道，109 年 8 月 1 日起本校教職員生須
使用識別證或學生證感應辨識後，始可進入校園。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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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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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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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本校民族路校門外新設之「高雄微笑單車 Ubike2.0」已開始啟用，於 109 年 9 月 30 日
前推出「前 30 分鐘騎乘享免費」之優惠，請各位師長與同學們多加利用。
環安暨保管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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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2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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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禁止使用免洗筷子」、「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產生的垃圾請
幫它帶到一個家(垃圾桶)，並養成「減塑優先、無痕飲食」的習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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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處之環境徹底落實「巡、倒、清、刷」
：
(一) 「巡」─定期巡檢，檢查教室內外、清潔工具放置處、租賃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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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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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乾電池、光碟及燈泡使用後，可攜至行政大樓 2 樓總務處辦公室前走廊乾電池、光碟
及燈泡回收桶置放。
七、 敬請宣導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校內餐飲店內食者不再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敬請師
生自備吸管(例:不鏽鋼吸管、玻璃吸管)；消費時如欲外帶者，建議請離開餐飲店自行
設置或鄰近之公共座位區域外再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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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若遇緊急事故，或需要緊急報修服務時，請撥打校內分機 2531、2532 或 2534，即有營
繕組同仁立即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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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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開啟空調系統使用，請遵守防疫期間空調注意事項：(1)全程戴口罩。(2)教室內上
課開冷氣期間僅開一扇窗。(3)辦公室、研究室及會議室等空間，維持一扇窗戶開啟 10
公分通風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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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校合作銀行服務時間及地點如下：
（一）服務時間：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每週四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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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境外學生事務組
一、境外學生手冊網址：https://d021.wzu.edu.tw/category/149421
二、境外學生相關法規：https://d021.wzu.edu.tw/category/137024
三、外國學生獎學金種類：
獎學金種類

★全額獎學金（減免全額學雜費）

續領資格
(1)碩士班受獎生之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總成績皆達
80 分（含）以上者，可續領原獎學金（需完成當學期
服務時數 80 小時）。

(2)學士班及專科班受獎生之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總
★全免獎學金（減免全額學雜費及食宿費） 成績皆達 70 分至 79 分者，可獲減免當學期半額學
雜費（需完成當學期服務時數 40 小時）
；達 80 分（含）
以上者，可續領原獎學金（需完成當學期服務時數 80
小時）。

★半額獎學金（減免半額學雜費）

(1)碩士班受獎生之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總成績皆達
80 分（含）以上者，可續領原獎學金（需完成當學期
服務時數 40 小時）。
(2)學士班及專科班受獎生之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總
成績皆達 70 分（含）以上者，可續領原獎學金（需
完成當學期服務時數 40 小時）
。

四、敬請導師協助叮嚀境外生「勤缺與操行有關」，缺課將影響操行成績及獎學金續領資格。
五、若因故缺課（含特殊集會：如班會、週會）需於校務系統請假，以免影響當學期操行成績。
六、單一科目缺課（含請假達該科目學期實際授課總時數二分之一者（不含期中考試週與期末考 試
週），該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七、學生缺課時數（含請假）達該學期授課總時數（包括期中、期末考）二分之一者，應令休學。
八、敬請導師協助於約談境外生時，確認小樹系統內之台灣地址與電話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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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一、敬請導師知悉、協助執行及宣導下列事宜：如需相關操作手冊，請至下載專區下載，
網址：http://d005.wzu.edu.tw/category/136572
聯絡分機
項目
對象
時間
備註說明
一、專一至三：
(一) 事/病假-導師簽核後即轉入操
行管理系統→副本通知學生本
人及授課老師。
(二) 公假-指導老師簽核→指導老師
之主管→生輔組承辦人→生輔
組組長→導師簽核後即轉入操
行管理系統→副本通知學生本
人及授課老師。
二、大學部：
事病公假
導師與
全學期
(一) 事/病假-授課老師簽核後即轉 #2214
核假流程
授課老師
入操行管理系統→副本通知學
生本人及導師。
(二) 公假-指導老師簽核→指導老師
之主管→生輔組承辦人→生輔
組組長→授課老師簽核後即轉
入操行管理系統→副本通知學
生本人及導師。
註：學生除事、公、婚假需事先申請外，
其餘假別請於一週內線上登錄(附佐
證資料)申請完畢。
一、操作流程：校務資訊系統→登錄→
教師廣度
學務登錄作業→「教師廣度陪伴計
109.09.13(日)
陪伴計畫
畫(教導師關懷及晤談系統)-Office
23:59 完成
(教導師關懷 全校教/導師
#2216
Office Hour
hour」。
及晤談系統)
登錄
二、輔導對象:導師班以外之學生
時段設定
三、約談學生後請即刻上網填登紀錄。
109.09.28(一)至
生活好模範
專科部
依「生活好模範競賽規則實施計畫」執行。 #2215
競賽
1 至 3 年級
109.12.24(四)
109.09.17(四)- 依「文藻外語大學大學部一年級勞作教
大學部勞作
四技部 1 年級
#2216
教育競賽
110.01.15(五) 育競賽規則實施計畫」執行
專科部
109.09.23(三) 一、上午 07:30-08:00 於操場舉行。
晨會
109.11.04(三) 二、如遇天雨則取消，舉辦形式或地點異 #2217
1 至 3 年級
(操場)
109.12.23(三) 動將另行通知。
全體師生

第 8 頁

項目

對象

獎懲資料
簽報

依需求提出

操行成績
登錄

導師

獎懲委員
會議

委員會成員

時間

聯絡分機
備註說明
一、除小過、大功、大過仍以紙本簽核，
其餘請由線上送出審核。操作流程：
校務資訊系統→表單簽核作業→學
109.09.14(一)至
務線上簽核→選擇「學生獎懲建議
#2214
110.01.06(三)
表簽核作業」。
二、敘獎原則請至生輔組網站查閱。
三、導師可善加利用系統批次產生班級
幹部名單之功能。
109.12.21(一)至 操作流程：校務資訊系統→登錄→學務
#2214
110.01.09(六) 登錄作業→選擇「操行成績登錄作業」。

敬請委員、導師、系教官預留該時段與
會，屆時生輔組將另行通知。
一、登錄流程：校務資訊系統→登錄→學
務登錄作業→選擇「導生輔導資料
「導生輔導
110.01.29(五)
導師
登錄」→登錄完畢按存檔。
截止
資料」登錄
二、導師每學期與班級學生至少談話 1
次，一學年登錄 1 次為原則。
勞作教育相關資訊：
一、本校首頁→行政單位→生活輔導組
→勞作教育專區。
二、大學部勞作教育以班級為單位進行
(早上 07:30-08:00 打掃 1 次)；專科
1.五專 1 至 3 年級
勞作教育
全學期
2.四技 1 年級
部每日 07:30-07:50 進行。
三、更換掃具時間：開學日起至學期第
二週，每日 14:00-16:30。
四、重補修生：每學期需完成 36 小時，
實施時段 14:00-17:00。
一、請導師由校務資訊系統登錄輔導情
形並回傳。特殊個案，可由線上轉介
至諮商與輔導中心或軍訓室。
二、專科部 1~3 年級曠課達 8 節以上通
到課異常
報導師、系輔導教官、家長。
導師、
缺曠嚴重
全學期
三、操行扣至 10 分以上通報導師、系輔
生輔組
通報
導教官。
四、特殊情況簡訊告知家長。
註:如缺課節數累計達 1/5、1/4、1/3
及 1/2 者，e-mail 通知學生、導師及
系教官，簡訊通知學生與監護人。
特殊生
班上倘若有定察生、轉學生、復學生及身
導師、
關懷與協助
全學期
障生…等，需要高度關懷的學生，敬請導
生輔組
(異常通報)
師與班級幹部多提供協助。
110.01.19(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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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2214

#2216

#2214

#2214

一、召開次數：專科部 1 至 3 年級每學

專科部 1 至
3 年級班會

各班導師
全體學生

期至少召開 8 次。
二、「班會記錄簿」已全面線上化。
三、學生登錄操作流程：校務資訊系統
→登錄→學務登錄作業→班會紀錄 #2215
登錄/查閱。
四、導師簽核操作流程：校務資訊系統
→表單簽核作業→學務線上簽核→
班會紀錄簿線上簽核。

各班
自行協調

參考網站:
智 慧 財 產
權、 生活品
德教 育、人
權法 治教育
等宣導

一、尊重智慧財產權。
全校師生

二、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
源中心。

建議利用班會
時間宣導

#2217

三、校園法治教育學生手冊。
四、教育部品德教育資源網

一、為鼓勵教師參與導師工作及樹立優良導師工作典範，本校每年辦理優良導師遴選，有
多種管道可以參與，請導師們參照「文藻外語大學日間部優良導師遴選辦法」，為自己
的辛苦爭取應有的榮譽。
二、導師因故請假時，需事先完成請假手續，設定代理人，導師費則依本校「教職員請假
規則」之規定，轉付代理導師。
https://c009.wzu.edu.tw/datas/upload/files/Regulations/H6_01_1080219.pdf
三、防疫期間需知及請配合事項：
(一)每日注意 email 信件：督促班級副班長每日下午 1:00 之前完成線上班級健康管理
回報，亦請掌握班上同學身體狀況、出缺席情形、了解學生請假原因(如病假、出
國…等)及未回報同學情況，如有異狀請立即通知生活輔導組。
(二)1.請師長協助於班級宣導，如因個人行程返國者，務必將旅遊史主動告知學校，以
利學校安排健康管理相關措施，避免防疫破口。
2.提醒師生如與確診病例有所接觸者，應主動誠實申報，或與 1922、學校通報。
3.學生如需在家進行居家檢疫，請您協助掌握行蹤，給予適切的關懷與問候，並提
醒擅離居家檢疫場所會被開罰，避免該生返回學校。
4.自主健康管理者：不管本國或境外學生，務必提醒在家或宿舍休息，自我監測健
康狀況，並協助關心其課業學習問題，以維護受教權益。
(三)與防疫相關請假程序：
1.若學生收到「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通知書，請公假(以該通知書為佐證)。
2.學生線上請公假的指導老師，請一律填導師。
二、生活輔導組針對具有政府核發之各類減免證明者及家戶所得 70 萬以下，或家庭突遭變
故、無法辦理就學貸款……等資格者，分別依資格提供獎助學金，申請資訊如下：
詳細內容仍請參閱生輔組網頁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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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項目

分機

就學貸款【每學期初辦理完畢】 #2212
學雜費減免申請【每年 6 月、
12 月辦理收件】
學雜費緩繳申請【開學第 3 週
辦理完畢】
五專前三年免學費方案【依生
輔組網頁公告期程】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
助學金【每學期初辦理完畢】

項次

09

項目
分機
教育部弱勢計畫─學生校外住宿
#2213
租金補貼【每學期初】

#2212

10

校內緊急紓困助學金【隨時】

#2214

#2212

11

低收校內住宿【期末申請】

#2213

#2212

12

校內工讀【依各單位公告】

#2213

#2214

13

教育部弱勢計畫─助學金申請
#2213
【第一學期初申請完畢】

14

教育部弱勢計畫─生活助學金
#2213
申請【每年暑假申請】
高教深耕：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
#2215
社會流動─學習助學金
【每年 3 月、9 月申請】

15

16

校外各單位獎助學金提供申請
#2216
【依生輔組網頁公告期程】
★特殊境遇(無就學貸款及學費
減免身份之限)【依生輔組網頁 #2213
公告期程】
★書籍補助費【依生輔組網頁公
#2213
告期程】
★勞作教育中隊長清寒助學金
#2216
【開學 2 個月內申請】

三、教導師關懷及晤談系統(原導師晤談系統+教師廣度陪伴計畫)晤談內容可包含下列項目:
(一)學生現況【例如:因疫情影響，經濟來源中斷，開始打工，課業學習狀況惡化】
(二)輔導建議【例如: 缺課況狀增加，已提醒留意缺課將造成之影響，分享時間管理之
技巧】
(三)其他(可傳承給下位導師參考的重要事項)【例如：時間管理及自律能力須加強，但
透過同儕影響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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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一、 各系輔導教官
學院

英語暨國際學院

科系

輔導教官

分機號碼

英文科(系)

王中叶

2406

宋明宏

2253

謝志明

2404

日文科(系)

盧郁芷

2402

法文科(系)

陳光祖

2403

高廷珩

2407

陳光祖

2403

李兆瑞

2251

翻譯系
國際企管系
國際事務系
西文科(系)
東南亞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文科(系)
數位管理系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傳播藝術系
應用華語文系
外語教學系

二、 強化校外賃居處所訪視，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 110 位班級導師未完成訪視。請一
年級導師務必利用時間前往訪視，其他年級導師，如班上同學沒有更換租屋處，可不
必前往訪視；「訪視表」置於軍訓室網頁表格下載區，完成訪視後請將訪視表繳交至
本室存查。(訪視方式有：1.親訪；2.間接訪視，把檢查表給學生，請學生自主檢查後
拍照送給老師，由老師口頭再次確認)。108-2 學年度導師訪視不合格處所，共有 29 間
消防設施不符標準，軍訓室持續追蹤實施複查。(承辦人：陳光祖 2252)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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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自動請求治療者)；(2) 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學生，有事實足認有施
用毒品嫌疑者。(3)有事實足認為有施打毒品之學生。相關表格於會後寄至各導師信
箱，無論班上有無特定人員，請導師於 10 月 3 日前寄(或送)回給本室承辦人，以利彙
整後陳校長核示。(依教育部 108 年 1 月 7 日修正「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
作業要點」規定每學期需調查繳交一次) (承辦人：王中叶 2406)。
四、 交通安全宣導：
(一)本校民族路大門前方寶珠溝週邊便道，108 學年度起，交通單位已修正可行駛機
車，因本道路狹窄，請車速不要超過 30，汽車勿再通行，避免造成交通事故。
(二)交通安全四大守則：1.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2.謹守安全空間─
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3.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用
路行為；4.防衛兼備之安全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
害者。
五、 本校役男出國交換進修(實習)逾四個月(含)以上，請依規定於出國前三週繳交下列資
料：(承辦人：高廷珩 2407)
（一）「役男出國交換進修申請表」
（二）「入學許可書(實習合約書)」
（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驗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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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護照影本(有照片)
★如上列資料逾時繳交，恐作業不及而影響學生權益，役男需完成填寫「權益告知
書」如附件五，以示負責。
★役男出國申請流程如附件六。
★因肺炎疫情，本學期已有 14 位役男註銷出國申請。
六、 學期中如遇同學發生重大事故(意外事故、重病住院、傳染病等)請於第一時間通知軍
訓室：(07)3429958，以利回報教育部。
七、 校園內拾獲任何東西，請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失物招領處，如私自佔為己有即觸犯
「侵佔罪」，請協助廣為宣導。
八、 請導師協助校正各班同學基本資料，如有誤請要求改進。108 學年度發現多位同學資
料有誤(聯絡電話、住址、家長電話..等)，導致有重大事件要通知或尋找時，無法在第
一時間完成，以致延誤。
九、 請導師協助宣導，文瑞樓 7 至 10 樓為學生宿舍，非住宿生請勿私自上樓。
衛生保健組
一、 傳染病防治宣導－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結核病防治，學校為人口密集且易發生
呼吸道群聚感染，為防範傳染病在校內傳播，請協助宣導班上學生做好以下的自我健
康管理措施：
(一) 落實肥皂勤洗手：接觸分泌物、排泄物後、如廁後、用餐前後、觸摸眼口鼻黏膜前
後及使用電腦前後等，請務必洗手。
(二) 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
(三) 請加強注意個人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包含：

1. 請自備口罩，每日上課時務必配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2.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若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代替。
3. 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
4.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立即徹底清潔雙手(使用肥皂洗手)。
(四) 落實監測與通報
1. 請主動關心自我健康狀況，如有出現發燒、咳嗽及喉嚨痛等類流感症狀或嗅覺
異常，應戴口罩立即就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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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課期間若出現類流感症狀，請儘速至衛生保健組健康評估及處理。
3. 請主動關心與注意班上同學之健康與請假情況，如出現異常之請假狀況時，應
瞭解原因。若為罹患流感或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請立即通報衛生保健組
2242-2245或校安中心07-3429958處理。
4. 請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發佈之疫情資訊http://www.cdc.gov.tw或衛生
保健組網站https://d007.wzu.edu.tw/，配合當季流行疾病之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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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體檢（二技、專科部）於 109.09.19（六）上午 8:0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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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流感疫苗校園集中接種宣導：本學期配合衛生福利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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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 109 年 10 月 14 日到校實施五專 1
至 3 年級學生流感疫苗施打(採自願接種)，地點於育美館 1 樓。

四、 校醫免費看診－本學期看診時間自 109 年 9 月 14 日開始，每週一及週五 12:201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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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營養師門診諮詢服務－本學期諮詢時間自 109 年 9 月 15 日開始，每週二、週四中午
12:10~13:10 於衛生保健組提供免費門診諮詢服務(包含個人疾病飲食調養、體重控制、
營養狀況評估及日常生活飲食知識等)，歡迎教職員生多加利用。
六、醫療優待－本校與學校鄰近醫療院所簽訂合約，提供教職員工生醫療優待及看診方便
性。就診時，請以教職員工識別證與學生證為憑證，方能享有優待。詳細情形可至衛
生保健組網頁查詢。
七、學生團體保險－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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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保險網業 http://d007.wzu.edu.tw/category/137328，或
親洽衛保組查詢。
八、餐飲衛生管理
(一) 學校聘請營養師，負責校內餐飲衛生督導及提供專業衛教與營養諮詢，為校園之飲
食衛生作把關。
(二) 校內餐廳業者須將每日菜單及食材等資料輸入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系統，以利食材
等物品的來源控管及讓教職員生、家長可隨時查詢，並共同監督，校園食材登錄平
台（以 chrome 瀏覽）網址： https://fatraceschool.moe.gov.tw/frontend/。
(三) 若師生於學生餐廳用餐，發現有異常狀況(食物酸敗或有異物)，請保留物證並立即
送至衛生保健組處理。
生涯發展中心
一、學生證照獎勵申請(承辦人：李怡蓁，分機 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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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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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取得
之證照請於 110 年 1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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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生涯發展中心提供 CPAS 適性診斷，鼓勵同學預約生涯發展
中心 CPAS 執照輔導老師諮詢時段。
四、導師們可透過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鼓勵同學參加海外實習提升青年學子國際競爭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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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透過各單位師長專業，長時間與校外機構/公司合作，提供實習機會，精進語言能
力、培養與增強與業界交流溝通力、獨立負責態度、團隊合作力，建立遼闊的視野與
鴻觀的格局。
五、外部鏈結：歡迎導師們參閱生涯發展中心 RICH 職場體驗網站、TAIWAN JOB 台灣就
業通、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等外部鏈結，以提供學生職涯資訊。
六、本學期有 5 場學輔經費補助的企業導師活動，歡迎(應屆畢業)班導師申請，邀請該系畢
業校友擔任企業導師共同協助學生了解產業趨勢、就業方向等個人生涯規劃，每場次
每班 2 小時，共 5 班。
七、懇請曾擔任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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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net.wzu.edu.tw/Survey/index.aspx)，並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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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日(二)起至 109 年 9 月
30 日(三)止(承辦人：黃芬蘭，分機 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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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涯發展中心擬辦理活動如下表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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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行前說明會承辦人：陳淑靖，分機 2263，職涯活動承辦人：李怡蓁，分機
2264)。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涯發展中心擬辦理活動一覽表
職涯輔導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企業導師五場

109.09.14~109.12.02

各班級教室

Brand You 黃金個人品牌—職場就業 Ready
Go!面試自我行銷術

109.10.07(三)

文園

15:10-17:00
109.10.15 (四)

W008
行政大樓
A313 國際會議廳

Brand You 黃金個人品牌—職場就業 Ready
Go!吸睛履歷撰寫術
Brand You 黃金個人品牌—職場就業 Ready
Go!怦然心動穿搭術
Brand You 黃金個人品牌—職場就業 Ready
Go!職場眉角生存術
「跨領域人才x未來職場競爭力」
斜槓時代如何打造個人品牌，創造成功職涯
「跨領域人才x未來職場競爭力」
瞄準東南亞：培養國際移動力
「跨領域人才x未來職場競爭力」
森呼吸，回初心：脫掉別人的鞋子吧！
「跨領域人才x未來職場競爭力」

15:10-17:00
109.10.21(三)
15:10-17:00
109.11.04 (三)

A313 國際會議廳

15:10-17:00
109/10/14(三)

A313 國際會議廳

15:10-17:00
109/10/22(四)

A313 國際會議廳

15:10-17:00
109/10/29(四)
15:10-17:00
109/12/2(三)
15:10-17:00

【薪火相傳˙勇敢藻未來】Have your dreams
come true!
生涯研習營Career Guidance Camp

行政大樓

109.10.24(六)

109.10.28（三）
15:10-17:00
109.11.25（三）
*實習行前說明暨分享會─第二場
15:10-17:00
109.12.23（三）
*實習行前說明暨分享會─第三場
15:10-17:00
備註：*同學於實習前需參加本中心及各系所舉辦之實習行前說明
暨分享會，敬請導師協助宣傳，鼓勵同學參加。

行政大樓
行政大樓
行政大樓
A313 國際會議廳
行政大樓
A313 國際會議廳
行政大樓
A313 國際會議廳
行政大樓
A313 國際會議廳

*實習行前說明暨分享會─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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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園2樓會議室W211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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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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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作方案與說明：
合作對象
方
案
一
方
案
二

方
案
三

專四學生
專四(或)
專五學生

專四學生

學生獲贊助與補
助獎學金之時間
2年
(專四+專五期間)

企業贊助學生
(生活)獎學金
NT$6,000/月

教育部補助學生
(就業)獎學金
當學期
學雜費金額

1年

NT$6,000/月

當學期
學雜費金額

1年
(專四期間)

NT$6,000/月

當學期
學雜費金額

實習 1 年
1年
(專五期間)

每月至少基本
工資(以上)之
實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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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期
學費全額補助
補助 4/5 雜費

學生畢業後至企業
工作之義務年限
2年

1年

2年

諮商與輔導中心

一、 諮商與輔導中心學生線上預約個別諮商網址：https://ez2o.com/5AuEa
如需轉介學生請至諮輔中心網頁下載轉介單或直接來電連絡主責人員。
二、 各學院主責輔導人員
（一） 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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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

林庭鈺社工師
簡筱芸心理師
（二） 資源教室
英語暨國際學院
林亭妤輔導員

洪玉梅心理師

2273

分機

2274

林藝欣心理師

2272

2282

趙書賢心理師

2280

分機

歐亞語文學院

分機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分機

2276

莊雅芸輔導員

2275

鄭美惠輔導員

2277

三、 本學期辦理教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與交流座談活動場次如下，請至活動管理系統報名：
時間
109.10.07(三)
13:00-15:00

109.10.23(五)

主題/講師
輔導知能研習(一)
面對學生自殺危機，導師如何安頓自我身心
周昕韻諮商心理師/馬偕自殺防治中心
輔導知能研習(二)
肢體障礙學生的特殊教育需求
施啟明物理治療師/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肢障
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活動地點

對象

W211
文園會議廳

全校教導師
自由報名

A313
國際會議廳

全校教導師
自由報名

109.11.20(五)
09:00-12:00

輔導知能研習(三)園藝治療工作坊(上午場)
黃慧玲老師/園藝治療協會

至善樓
Z1307

全校教導師
自由報名

109.11.20(五)
13:00-16:00

輔導知能研習(四)園藝治療工作坊(下午場)
黃慧玲老師/園藝治療協會

至善樓
Z1307

全校教導師
自由報名

四、 新生身心適應測驗活動：（承辦人：趙書賢，分機 2280）
（一） 日間部五專新生施測「中學生生活適應量表」（紙本施測暨班級輔導），施測目
的為幫助學生了解有關生活適應的各項心理指標。時間安排於 9 月 21 日至 25
日各班自修課。
班級

測驗時間

班級

測驗時間

XE1A

109.09.21(一)08:10-09:00

XS1A

109.09.21(一)10:10-11:00

XE1B

109.09.24(四)15:10-16:00

XJ1A

109.09.21(一)15:10-16:00

XF1A

109.09.22(二)15:10-16:00

XJ1B

109.09.22(二)15:10-16:00

XG1A

109.09.21(一)15:10-16:00

（二） 日間部四技、二技新生施測「大專校院學生心理健康關懷量表」，施測目的在幫
助學生了解自己近期的身心、壓力狀態。時間安排於 9 月 14 日至 10 月 14 日，
測驗網址 https://d008.wzu.edu.tw/，已載於新生入學大小事，請同學自行上線施
測，請新生班導師、輔導幹部提醒班上同學於時限內施測。（請導師於十月中旬
後申請班級輔導進行測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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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五專、四技二技各新生班導師務必參與測驗施測後的高關懷輔導說明會：
時間
109.09.30(三)
12:00-13:00
109.10.23(五)
12:00-13:00

主題/講師
五專新生高關懷學生
輔導說明會
四技、二技新生高關懷學生
輔導說明會

活動地點
諮商與輔導中心會議室
至善樓 Z1307 會議室

對象
五專一年級
新生班導師
四技、二技
新生班導師

五、 班會紀錄簿相關事宜：
專科部 4、5 年級及大學部(四技、二技)班會，每月最少召開乙次，每學期至少召開 4
次。108 學年度起不提供紙本記錄簿，全面改為線上登錄，導師與系主任僅需線上簽
核，簽核流程詳見附件七。承辦人：林藝欣，分機 2272。
六、 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本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
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規定，向本校提起申
訴。承辦人分機 2282。
七、 本學期諮商與輔導中心班級輔導申請表如附件八，今年度起鼓勵各班導師於班會時間
申請班級輔導，結合諮商與輔導中心資源共同陪伴學生；心理健康宣導系列活動如附
件五，歡迎各班級踴躍報名參加，學期間也會陸續公布活動訊息，可至諮商與輔導中
心網頁查看，也請同學留意班級群組，輔導股長會協助轉知各項活動。
八、 保護性案件通報管道：
(一) 新版兒少保護、成人保護、性侵害案件通報表，自 108 年 6 月 1 日起適用，可至
諮商與輔導中心網頁→諮商與輔導中心連結→「表單下載」。如運用紙本表單通
報，請如實填寫完成後，逕傳真至學校所在地社政單位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
(二) 可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線上求助平台 https://ecare.mohw.gov.tw/
進行通報。
九、 福利服務案件轉介：置於「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線上求助平台「疑似脆弱家庭服
務事件」中，各類脆弱家庭服務案件風險類型、風險指標與操作型定義，請下載參閱
「社福中心辦理脆弱家庭開結案指標公告版」檔案(http://bit.ly/2GnWWto)。
十、 懷孕學生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 (承辦人：林庭鈺，分機 2278)
(一) 依據本校「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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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生本人、導師或任課老師知悉班上學生懷孕，請填寫本校「懷孕學生受教權維
護申請表」如附件九，並擲交回諮商與輔導中心。將依懷孕學生狀況和需求，共
同擬定整體輔導計畫。
十一、 公私立各級學校於接獲當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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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當學校接獲當地主管機關轉知之家庭暴力事件時，已屬通報事件之後續處理階
段，非屬「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之
情形，爰針對當次事件（社政主管機關人員通知者）
，學校無需再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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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惟後續如有知悉該名學童再有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 53 條、第 54 條所列情事，因該事件與原轉知事件不同，仍應依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54 條規
定，於 24 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通報。
十二、 陳教育部函轉知「兒少性剝削及校園復仇式色情事件防治工作宣導方案」文宣品。
（一）請加強對學生之課程教學與宣導，落實防治兒少性剝削及校園復仇式色情事件。
（二）旨揭文宣品置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與處理→綜合性參考資料→
「兒少性剝削及校園復仇式色情事件防治工作宣導方案文宣品(含親師教學指
引及補充資料)」。
十三、 陳教育部函轉知衛生福利部自 109 年 8 月 10 日起 113 保護專線增設日語通譯服務。
（一）衛生福利部 113 保護專線於 90 年啟用，提供民眾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家庭暴
力、性侵害、性騷擾、兒少保護、身心障礙者保護及老人保護事件之諮詢、
通報及轉介服務，目前已提供英語、印尼語、越南語、泰語、柬埔寨語等 5
種外語通譯服務。
（二）近年日本籍人士因工作或跨國婚姻來臺人數逐年增加，為提供其更友善之求助
管道，113 保護專線於 109 年 8 月 10 日起增設日語通譯服務，請多加運用。
十四、 「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業經 109 年 8 月 6 日衛生福利部衛部心字 1091761485 號令
訂定發布。
（一）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
「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定人員應自知悉有自殺行為情
事後二十四小時內，依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作
業。本法第 11 條第 2 項所定通報內容，包括可得知之自殺方式、自殺行為人
資料、自殺原因與處置情形及通報人聯絡方式。」
。
（二）可至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通報系統申請帳號，並於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含自
殺企圖及自殺死亡）時，於系統進行線上通報作業。
十五、 教育部函轉衛生福利部 109 年 8 月 14 日衛授家字第 109070115 號函，有關身心障礙
者婚姻及生育輔導所需各機構協助情事，說明如下：
對未運用產檢之身心障礙母親，如未主動說明其已懷孕，除外觀明顯或由他人轉知
相關訊息，較難察覺其懷孕之事實，爰請相關單位能加強各體系專業人員敏感度，
於執行職務過程中，如接觸到懷孕且具婚姻及生育輔導需求之身心障礙者，應提供
所需支持服務或協助連結相關資源。本校懷孕學生受教權維護申請表請見附件十。
(起因；台北市一名兩歲男童餓死家中廁所，其母親為年僅 20 歲的中度智能障礙者，
究各地方機構有無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定，提供該名心智障礙媽媽親職教育、生
育諮詢及嬰幼兒健康服務等必要協助。)
十六、 學校教育人員各項法定通報事件及法源依據、罰則、通報窗口請參閱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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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本中心每學期舉辦原民相關文化講座、交流活動，盼使原民生適應校園生活，請鼓勵
原民生參與原資中心活動。
二、 課業輔導：本中心每學期提供原民生課業輔導課程，透過學長姐的陪伴學習，提昇原
民生學習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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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鼓勵就讀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努力向學並協助經濟弱勢者，特訂定
之獎助學金，提供就讀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具原住民身分者（不含
延長修業年限及就讀五專前三年、研究所者），獎助學金申請人數仍然少數，盼請各位
導師協助宣導，申請資訊及要點可請同學至原資中心網站（http://d029.wzu.edu.tw/）相
關資訊點選「原委會獎助學金」查詢。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本校 109 學年度慈善義賣園遊會規劃於 10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舉辦，專一、專二、
專三及大一、大二為設攤班級(僅需繳交保證金，活動後得退還)，行政及教學單位、系
學會、社團或其他班級亦可申請設攤，數量有限額滿即止。
二、 依文藻外語大學學生社團社籍管理原則第一條：「凡具本校學籍之學生，除五專部一、
二、三年級須至少參加一個社團外，其他學制與年級者均得自由參加」。
三、 專一至專三同學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參加社團者，可自學務處課指組網頁的「下載專區」
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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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5 學年度已取消服務時數畢業門檻，惟尚未完成原規定「服務學習」必修課程之同學，
請洽通識教育中心詢問修課方式。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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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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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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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將志願服務時數載入「志願服務記錄冊」(有簽核程序)
1. 申請單位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將服務計畫依本校「109-110」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規定，於服務起始日前至少 14 個工作日，提送課指組審核通過後辦理。遇臨時性
需求，得於活動起始日前，與課指組協調後，提出志工服務計畫送審。
2. 課指組審核完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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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指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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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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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項志工培訓課程資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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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hrs：台北 e 大課程(http://elearning.taipei/mpage/home)。
2. 特殊訓練 12hrs：校內舉辦之特殊訓練講座課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定辦理之志工特殊訓練講座日期，請同學們留意課指組網頁公告。
課程將包括服務專業知能與服務素養等面向，特別是關於性平教育的尊重身體界線與傷病
急救護理之議題，歡迎學校同學與服務團隊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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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文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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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一通識，請幫忙提醒同學這是必修課，屬於畢業條件。
(1)UCA1A、UCA1B、UJ1A、UJ1B、UJ1C、UE1A、UE1B、UE1C、UD1A、UD1B、
UT1、USE1A，本學期有安排核心通識[世界文明史]或[邏輯思辨]，可以不用再另外加
選其他通識課程。
(2)UG1A、UG1B、US1A、US1B、UF1A、UF1B、UL1A、UL1B、UC1A、UC1B、
UB1、UA1，本學期沒有安排核心通識[世界文明史]或[邏輯思辨]請務必加選一門通識
涵養課程。
吳甦樂教育中心
一、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承辦活動如下：
(一) 各學制於下列日期舉行新生祈福禮，請各班導師務必出席參加。
活動
時間
地點
說明
日二技新生祈福禮 109.10.07(三)15:10-17:00 化雨堂 請日二技一導師務必參加
日五專新生祈福禮 109.10.28(三)15:10-17:00 化雨堂 請專一導師務必出席參加
請日四技導師務必出席參
109.11.04(三)13:10-14:30
日四技新生祈福禮
化雨堂 加，各系場次將再另外通
15:10-16:30
知。
109.11.30(一)17:10-18:30
操場
燃燈禮
109.12.24(四)07:30-07:55
操場
聖誕朝會報佳音
聖誕系列活動
109.12.24(四)20:00-22:00 化雨堂 子夜彌撒
109.12.25(五)09:00-10:30 詠穌堂 天明彌撒
(二) 文藻外語大學 54 週年校慶感恩彌撒，時間：109.10.21(三) 15:20，地點：詠穌堂
※配合防疫措施，活動若有更動，將再行通知。
體育教學中心
一、 本校現有運動校隊及甄選時間，目前運動校隊有田徑隊、羽球隊、女子桌球隊、男子
排球隊、女子排球隊、男子籃球隊、女子籃球隊。校隊甄選時間由各校隊自訂時間，
預計在 9 月 21 起至 10 月 9 日，甄選公告請留意體育教學中心公佈欄及中心網頁最新
消息。
二、 109 學年第 1 學期體育教學中心預訂辦理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109.09.21 - 109.10.09

運動校隊徵選(日期由各隊自訂)

109.10.05 起

新生暨系際盃球類競賽
第 23 頁

日期

活動名稱

109.11.15

健康促進暨運動安全講座

109.11.28

大一登山健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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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境外學生事務組附件

文藻外語大學外國學生奬學金作業要點(108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s
(Applicable to students admitted in and after the 2019 academic year)
94 年 9 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September 27, 2005
94 年 10 月 11 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October 11, 2005
97 年 2 月 19 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February 19, 2008
97 年 3 月 3 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March 3, 2008
99 年 6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June 15, 2010
99 年 8 月 24 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August 24, 2010
100 年 12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December 20, 2011
100 年 12 月 26 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December 26, 2011
101 年 11 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November 27, 2012
101 年 12 月 10 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December 10, 2012
102 年 8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Amended and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August 6, 2013
102 年 8 月 15 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August 15, 2013
102 年 12 月 03 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December 3, 2013
102 年 12 月 26 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December 26, 2013
105 年 01 月 05 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January 5, 2016
105 年 01 月 05 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January 5, 2016
108 年 06 月 14 日國際暨兩岸合作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Committee Meeting on June 14, 2019
108 年 07 月 02 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July 2, 2019
108 年 07 月 23 日校長核定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July 23, 2019

一、 為獎勵優秀外國學生申請就讀本校，攻讀正式學位，特訂定本要點。
I. These Guidelines are enacted to encourage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attend and pursue
degrees at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University”).
二、 本要點所稱外國學生，係指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第 2 條規定者。
II. In the Guidelines, the ter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fers to students as defined in paragraph 2 of the
Regulation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三、 本獎學金每學年所需預算，由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負責編列。就讀專科部者最多奬勵五年，大
學部者最多獎勵四年，研究所者最多獎勵兩年。
III. Fund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s are budgeted by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第 25 頁

strait Cooperation every academic year. Students studying in 5-year junior college programs may
receive scholarships for up to 5 years. Students studying in undergraduate programs may receive
scholarships for up to 4 years. Students in graduate programs may receive scholarships for up to 2
years.
四、 獎學金內容依每學年度本校編列之預算而定，擇優獎助「全額獎學金」50 名及「半額獎學
金」100 名為原則。
IV. The amount of a scholarship is determined by the budget drafted every academic year, during which
the University will award 50 full scholarships and 100 partial scholarships in principle.
（一） 全額獎學金（50 名）：受獎生於註冊期間，本校得減免其當學期之全額學雜費，並提供一
年免費華語課程（受獎生需完成當學期服務時數 80 小時）
。
(I) Full Scholarships (50 students): Full scholarship awardees are granted the total amount of tuition and
incidental fees for the current semester and a year of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they must fulfill 80
service hours during the semester).
（二） 半額獎學金（100 名）：受獎生於註冊期間，本校得減免其當學期之半額學雜費，並提供一
年免費華語課程（受獎生需完成當學期服務時數 40 小時）
。
(II) Partial Scholarships (100 students): Partial scholarship awardees are granted one half of the total
amount of tuition and incidental fees for the current semester and a year of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they must fulfill 40 service hours during the semester).
五、 申請審核程序：
V. Application procedure:
（一） 外國學生於申請入學時，向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境外學生事務組提出獎學金之申請。
(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submit their applications to the Section of Overseas Student Affairs of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upon applying for admission.
（二） 全額獎學金與半額獎學金名單之核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II) Full and partial scholarship recipients are determined by the Recruitment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三） 獎學金續領標準如下：
(III)

Criteria for continuing to receive scholarships are as follows:
1.

「全額獎學金」
：碩士班受獎生之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總成績皆達 80 分（含）以上者，可
續領原獎學金（需完成當學期服務時數 80 小時）
。學士班及專科班受獎生之前一學期學業
及操行總成績皆達 70 分至 79 分者，可獲減免當學期半額學雜費（需完成當學期服務時
數 40 小時）
；達 80 分（含）以上者，可續領原獎學金（需完成當學期服務時數 80 小時）
。

1.

Full Scholarships: Graduate school scholarship recipients must have received a grade of 80 or
better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nduct in the previous semester to continue to receive this
scholarship (they must complete 80 service hours during the semester). Scholarship recipients
studying in the 4-year college program and the 5-year junior college program must receive a grade
of 70-79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nduct in the previous semester to receive a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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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alf the amount of the tuition and incidental fees for the current semester (they must complete
40 service hours during the semester). Those receiving a grade of 80 or better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nduct in the previous semester can continue to receive this scholarship (they
must complete 80 service hours during the semester).
2.

「半額獎學金」
：碩士班受獎生之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總成績皆達 80 分（含）以上者，可
續領原獎學金（需完成當學期服務時數 40 小時）
。學士班及專科班受獎生之前一學期學業
及操行總成績皆達 70 分（含）以上者，可續領原獎學金（需完成當學期服務時數 40 小
時）
。

2.

Partial Scholarships: Graduate school scholarship recipients must have received a grade of 80 or
better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nduct in the previous semester to continue to receive this
scholarship (they must complete 40 service hours during the semester). Scholarship recipients
studying in the 4-year college program and the 5-year junior college program must receive a grade
of 70 or better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nduct in the previous semester to continue to receive
this scholarship (they must complete 40 service hours during the semester).

3.

受獎生學業及操行成績未達前述標準或未完成服務時數者，暫停發予獎學金；次學期若達
前述標準及完成服務時數者，則再恢復給予獎學金之獎勵。

3. Recipients failing to meet the above criteria will not be granted scholarships. If they meet the
above requirements and complete the required service hours in the next semester, they will be
granted scholarships again.
六、 外國學生若已申領我政府機關核發之台灣獎學金者（不含本校奬學金）
，不得重複領取本獎學
金。
V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are already receiving a scholarship awar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t including this scholarship) are not eligible.
七、 符合獎勵之學生，入學當年度未完成註冊、辦理保留入學資格者，取消其得獎資格。
VII. Scholarship awardees who have not completed registration or enrollment deferment procedures for
the current academic year will lose their eligibility to receive scholarships.
八、 領取本獎學金者，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撤銷其得獎資格，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
回。
VIII. Scholarship awardees who have provided forged or false information lose their eligibility to receive
scholarships. Any amount of scholarship money awarded must be returned.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IX. The Guidelines become effective after being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and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Amendments must follow the same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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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境外學生事務組附件

文藻外語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受獎生服務時數管理要點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Recipients’ Service Hours
108 年 10 月 29 日國際暨兩岸合作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Committee Meeting
on October 29, 2019
108 年 11 月 18 日校長核定通過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on November 18, 2019

一、 本要點依據「文藻外語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作業要點」之第四條、第五條規定訂
定之。
1.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University”) has
enacted the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Recipients’ Service Hour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uidelines”) according to Articles 4 and 5 of the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s.
二、 服務時數認可範圍包括：
（一）提供本校各教學及行政單位之服務。
提供本校各類型計畫之服務。
擔任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之教學助理（需完成校內教學助理培訓課程）。
2. Scope of Service Hours:
Provide service for any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unit at any level of the University.
Provide service for any project of the University.
Serve as a full-time or contract faculty member’s teaching assistant (Teaching Assistant
Training courses are required).
三、 受獎生需先填寫申請表格，由服務單位主管或指導老師核章，並於每月底至國際
暨兩岸合作處境外學生事務組完成時數認列（第一學期結算至 1 月 31 日止；第二學
期結算至 7 月 31 日止）。前述認列之服務時數，不得額外領取任何形式之工讀薪酬或
抵免學分及課程。
3. A scholarship recipient shall fill out a form and ask for approval from the supervisor of the
unit to which the recipient provides service. The recipient shall submit the form to the Section
of Overseas Student
Affairs under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by the end of every month for recognition of service hours (service hours may be accumulated
until January 31st for the fall semester and July 31st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respectively). No
part-time payment in any form or course credit waiver will be provided for recognized service.
四、 受獎生需於每學期末前完成當學期規定之服務時數，未完成者則無法續領次一學
期之獎學金。惟當學期於校外實習、赴海外姊妹校交換，或有特殊狀況無法於當學期完
成時數者，經系（所）同意後不在此限。
4. A scholarship recipient shall complete the required service hours by the end of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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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ester. A scholarship for the following semester may not be granted if the required service
hours have not been completed in the current semester. This Article does not apply to students
who fail to complete the required hours of services because of participation in external
internship/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s o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current semester, and
who have already obtained approval from the responsible department/graduate institute.
五、 本要點經國際暨兩岸合作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5. The Guidelines become effective after being approved at the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and ratified by the President. Amendments
must follow the same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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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活輔導組附件

109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班會教室分配表
年級 班級代碼

班級

班會時段

班會
教室

備註

1

XE1A

五專英文科一年級 A 班

10:00-12:00 E303

08:30-10:00 參加開學典禮

1

XE1B

五專英文科一年級 B 班

10:00-12:00 E304

08:30-10:00 參加開學典禮

1

XF1A

五專法文科一年級 A 班

10:00-12:00 E305

08:30-10:00 參加開學典禮

1

XG1A

五專德文科一年級 A 班

10:00-12:00 E308

08:30-10:00 參加開學典禮

1

XS1A

五專西文科一年級 A 班

10:00-12:00 E309

08:30-10:00 參加開學典禮

1

XJ1A

五專日文科一年級 A 班

10:00-12:00 E310

08:30-10:00 參加開學典禮

1

XJ1B

五專日文科一年級 B 班

10:00-12:00 E311

08:30-10:00 參加開學典禮

2

XE2A

五專英文科二年級 A 班

08:00-12:00 E2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XE2B

五專英文科二年級 B 班

08:00-12:00 E2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XF2A

五專法文科二年級 A 班

08:00-12:00 E2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XG2A

五專德文科二年級 A 班

08:00-12:00 E208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XG2B

五專德文科二年級 B 班

08:00-12:00 E209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XS2A

五專西文科二年級 A 班

08:00-12:00 E210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XJ2A

五專日文科二年級 A 班

08:00-12:00 E21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XE3A

五專英文科三年級 A 班

08:00-12:00 E3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XE3B

五專英文科三年級 B 班

08:00-12:00 E2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XF3A

五專法文科三年級 A 班

08:00-12:00 E108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XG3A

五專德文科三年級 A 班

08:00-12:00 E109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XS3A

五專西文科三年級 A 班

08:00-12:00 E110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XJ3A

五專日文科三年級 A 班

08:00-12:00 E11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XE4A

五專英文科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F1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XE4B

五專英文科四年級 B 班

08:00-10:00 F1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XF4A

五專法文科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F2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XG4A

五專德文科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F2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XS4A

五專西文科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F3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XJ4A

五專日文科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F3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5

XE5A

五專英文科五年級 A 班

08:00-10:00 K4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5

XE5B

五專英文科五年級 B 班

08:00-10:00 K4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5

XF5A

五專法文科五年級 A 班

08:00-10:00 J1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5

XG5A

五專德文科五年級 A 班

08:00-10:00 J1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5

XS5A

五專西文科五年級 A 班

08:00-10:00 J2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5

XJ5A

五專日文科五年級 A 班

08:00-10:00 J2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YE3A

二技英文系三年級 A 班

08:00-10:00 S1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HYE3A

二技英文系菁英班三年級 A 班

08:00-10:00 S1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YS3A

二技西文系三年級 A 班

08:00-10:00 E207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YJ3A

二技日文系三年級 A 班

08:00-10:00 S2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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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級代碼

班級

班會時段

班會
教室

備註

3

YT3A

二技翻譯系三年級 A 班

08:00-10:00 S2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YE4A

二技英文系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S3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HYE4A

二技英文系菁英班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S3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YF4A

二技法文系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E306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YG4A

二技德文系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E307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YS4A

二技西文系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W0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YJ4A

二技日文系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W0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YT4A

二技翻譯系四年級 A 班

08:00-10:00 E206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1

UE1A

四技英文系一年級 A 班

1

UE1B

四技英文系一年級 B 班

08:00-10:00 W007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201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1

UE1C

四技英文系一年級 C 班

1

UF1A

四技法文系一年級 A 班

1

UF1B

四技法文系一年級 B 班

1

UG1A

四技德文系一年級 A 班

1

UG1B

四技德文系一年級 B 班

1

US1A

四技西文系一年級 A 班

1

US1B

四技西文系一年級 B 班

1

UJ1A

四技日文系一年級 A 班

1

UJ1B

四技日文系一年級 B 班

1

UJ1C

四技日文系一年級 C 班

1

UC1A

四技應華系一年級 A 班

1

UC1B

四技應華系一年級 B 班

1

UL1A

四技外語教學系一年級 A 班

1

UL1B

四技外語教學系一年級 B 班

1

UA1A

四技國際事務系一年級 A 班

1

UD1A

四技數位系一年級 A 班

1

UD1B

四技數位系一年級 B 班

1

UCA1A

四技傳播藝術系一年級 A 班

1

UCA1B

四技傳播藝術系一年級 B 班

1

UT1A

四技翻譯系一年級 A 班

08:00-10:00 Q504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505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1

USE1A

四技東南亞語文系一年級 A 班

08:00-10:00 Q601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202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203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204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205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206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301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302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303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304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305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306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401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402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403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404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406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501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08:00-10:00 Q503 10:30-12:00 參加開學典禮

四技國企管系第 1 組

08:00-10:00 R401

四技國企管系第 2 組

四技國企管系第 7 組

08:00-10:00 R402 109 年 9 月 14 日開學當天
08:00-10:00 R403 08:00-10:00 國企管系學生
分組開班會，班會結束
08:00-10:00 R404
08:00-10:00 R501 後﹑請大一新生於 10:3008:00-10:00 R502 12:00 至化雨堂參加開學典
禮開學典禮
08:00-10:00 R503

四技國企管系第 8 組

08:00-10:00 R504

四技國企管系第 3 組
四技國企管系第 4 組
四技國企管系第 5 組
四技國企管系第 6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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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級代碼

班級

班會時段

班會
教室

備註

2

UE2A

四技英文系二年級 A 班

08:00-10:00 Q6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E2B

四技英文系二年級 B 班

08:00-10:00 Q6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E2C

四技英文系二年級 C 班

08:00-10:00 Q6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F2A

四技法文系二年級 A 班

08:00-10:00 Q6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F2B

四技法文系二年級 B 班

08:00-10:00 Q606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G2A

四技德文系二年級 A 班

08:00-10:00 Q7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S2A

四技西文系二年級 A 班

08:00-10:00 Q7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S2B

四技西文系二年級 B 班

08:00-10:00 Q7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J2A

四技日文系二年級 A 班

08:00-10:00 Q7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J2B

四技日文系二年級 B 班

08:00-10:00 Q8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J2C

四技日文系二年級 C 班

08:00-10:00 Q8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J2D

四技日文系二年級 D 班

08:00-10:00 Q8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C2A

四技應華系二年級 A 班

08:00-10:00 Q8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C2B

四技應華系二年級 B 班

08:00-10:00 Q8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L2A

四技外語教學系二年級 A 班

10:00-12:00 Q2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L2B

四技外語教學系二年級 B 班

10:00-12:00 Q2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A2A

四技國際事務系二年級 A 班

10:00-12:00 Q2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D2A

四技數位系二年級 A 班

10:00-12:00 Q2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D2B

四技數位系二年級 B 班

10:00-12:00 Q2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CA2A

四技傳播藝術系二年級 A 班

10:00-12:00 Q3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CA2B

四技傳播藝術系二年級 B 班

10:00-12:00 Q3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T2A

四技翻譯系二年級 A 班

10:00-12:00 Q3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2

USE2A

四技東南亞語文系二年級 A 班

10:00-12:00 Q3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E3A

四技英文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3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E3B

四技英文系三年級 B 班

10:00-12:00 Q306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E3C

四技英文系三年級 C 班

10:00-12:00 Q4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F3A

四技法文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4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F3B

四技法文系三年級 B 班

10:00-12:00 Q4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G3A

四技德文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4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G3B

四技德文系三年級 B 班

10:00-12:00 Q406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S3A

四技西文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5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S3B

四技西文系三年級 B 班

10:00-12:00 Q5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J3A

四技日文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5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J3B

四技日文系三年級 B 班

10:00-12:00 Q5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J3C

四技日文系三年級 C 班

10:00-12:00 Q5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J3D

四技日文系三年級 D 班

10:00-12:00 Q6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C3A

四技應華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6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C3B

四技應華系三年級 B 班

10:00-12:00 Q6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L3A

四技外語教學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6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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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班級代碼

班級

班會時段

班會
教室

備註

3

UL3B

四技外語教學系三年級 B 班

10:00-12:00 Q6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A3A

四技國際事務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606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D3A

四技數位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7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D3B

四技數位系三年級 B 班

10:00-12:00 Q7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CA3A

四技傳播藝術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7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CA3B

四技傳播藝術系三年級 B 班

10:00-12:00 Q8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3

UT3A

四技翻譯系三年級 A 班

10:00-12:00 Q8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E4A

四技英文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Q8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E4B

四技英文系四年級 B 班

10:00-12:00 Q804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E4C

四技英文系四年級 C 班

10:00-12:00 Q8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F4A

四技法文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F1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F4B

四技法文系四年級 B 班

10:00-12:00 F1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G4A

四技德文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F2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G4B

四技德文系四年級 B 班

10:00-12:00 F2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S4A

四技西文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F3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S4B

四技西文系四年級 B 班

10:00-12:00 F3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J4A

四技日文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K4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J4B

四技日文系四年級 B 班

10:00-12:00 K403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J4C

四技日文系四年級 C 班

10:00-12:00 J1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J4D

四技日文系四年級 D 班

10:00-12:00 J1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C4A

四技應華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J2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C4B

四技應華系四年級 B 班

10:00-12:00 J2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L4A

四技外語教學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S1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L4B

四技外語教學系四年級 B 班

10:00-12:00 S1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A4A

四技國際事務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S2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D4A

四技數位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S202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D4B

四技數位系四年級 B 班

10:00-12:00 S3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CA4A

四技傳播藝術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W001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CA4B

四技傳播藝術系四年級 B 班

10:00-12:00 W005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4

UT4A

四技翻譯系四年級 A 班

10:00-12:00 W007

不須參加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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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9 月 14 日開學日上午日間部各學制注意事項
專科部 1 年級新生
開學日當天穿著制服(如當日有體育課請著體育服)，準時於 7:30 到校進行打掃 08:30-10:00 參加專
科部新生開學典禮，請於 08:30-08:40 至化雨堂入座，請務必配戴口罩穿著整齊、合宜之便服(勿穿
著短褲、涼/拖鞋)。10:00-12:00 為班會時間，召開班會時請務必先行遴選出班級幹部，經導師簽名
後由副班長將表單交回生活輔導組 。
四技部 1 年級新生
08:00-10:00 為班會時間，召開班會時請務必先行遴選出班級幹部，經導師簽名後由副班長將表單
交回生活輔導組。10:30-12:00 參加大學部新生開學典禮，請於 10:30-10:40 至化雨堂入座，請務必
配戴口罩，穿著整齊、合宜之便服(勿穿著短褲、涼/拖鞋) 。
專科部 2-5 年級、二技、四技 2-4 年級學生
一、 開學日上午請召開班會，但囿於教室空間不足，區分二梯次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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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生活輔導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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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軍訓室附件

權益告知書

本人

擔 任 文 藻 外 語 學 校 交 換 生 ，預 計 前 往

交換學習，相關出國資料於

年

月

日繳交至軍訓室承辦教官處，已

逾出國前三星期繳交期限，如內容不確實或作業期程無法配合，致出國行程延宕或無法成
行，需由本人自行負責。出國相關資料：
□已逾繳交期限
□申請表
□入學許可書
□實習合約書(已完成用印)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護照影本(有照片)
□其他

中

華

民

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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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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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覆
回
文

役男出國作業時程：需三週以上

（出國役男）

當事者

本校軍訓室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驗證用)

檢派單位名冊
（國合、各院系）
1. 役男出國交換進修申請表
2. 入學許可書(實習合約書)

兩週

各縣市兵役單位核准

(初步審查及呈文)

軍訓室

發文

週

一

會辦

役男出國申請流程圖

軍訓室

註冊組（審查）

附件六軍訓室附件

附件七諮商與輔導中心附件

學生班會紀錄簿導師簽核流程
位置：表單簽核作業→學務線上簽核→班會紀錄簿線上簽核
1. 提供代理簽核(Step1)、檢視班會紀錄並調整(Step2)、全選同意(Step3)、核決送出
(Step3)、檢視流程

Step1. 代理簽核，請於選擇代理簽核人員之下拉式選單選擇欲代理之同仁後，開始進行簽
核。
Step2. 點選檢視班會紀錄並調整，導師身份可調整班會紀錄全部內容
2-1. 如下圖所示，若欲調整各項欄位資料，調整後，按修改存檔後，畫面會直接導向
建議事項維護畫面；若無需調整，則直接點選建議事項檢視鈕，進入畫面查看確
認各項建議事項內容。

第 44 頁

2-2. 建議事項檢視畫面，若導師欲新增建議事項，於中間區塊建議事項欄位輸入資料
進行新增建議事項，輸入完畢後，按新增存檔鈕即可。存檔完畢後，資料顯示於
列表：建議事項紀錄區。

2-3. 若需刪除建議事項內容，則點選該項次之刪除鈕後，即可刪除該建議事項紀錄。
2-4. 若需修改建議事項內容，則點選該項次之修改鈕後，即可於中間區塊之建議事項
欄位進行調整，再點選修改存檔鈕即可。
2-5. 建議事項確認完畢後，可點選回本次班會紀錄或回簽核列表。
Step3. 逐筆點選同意、不同意、退回補充或按全選同意，按核決送出後，該筆資料若為最
後一關並核准通過時，發送 email 通知申請人，該班學生也可於班會紀錄簿登錄畫面
查看。若非最後一關，即會到下一關卡繼續簽核。紀錄核決送出後，顯示各筆資料送

審說明。
Step4. 檢視流程，可查看紀錄簽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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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諮商與輔導中心附件

諮商與輔導中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班級輔導申請單

班級輔導是什麼：以班級／社團為對象，透過講座或討論方式幫助同學了解自我並增進成長。

申請之班級／社團 & 人數

申請人

對班輔期待或需求
（或下列主題以外的班輔需求）

欲進行班輔時間

申請人聯絡方式

（以一節課為原則）
年

月

日，

點開始

地點（請自行安排、借用）
（手機或 EMAIL）

請勾選有興趣的班輔主題：

【

】中為不同主題或方向

□【UCAN 生涯興趣測驗施測與解釋】

□

了解生涯狀況、興趣方向、需要發展的職能方向，進行職業選擇！

生涯探索篇

□【生涯：非思不可】
了解生涯需求，透過小組討論分享夢想，完成你的生涯藍圖～
□【情緒壓力心理測驗】
由諮商與輔導中心安排合適的測驗，了解你的情緒壓力有哪些。

□

□【情緒五指山】

情緒壓力篇

原來情緒有那麼多樣貌？學習覺察每天在我們身上運作的情緒強度。
□【雖然是壓力大但沒關係】
原來情緒有那麼多樣貌？學習覺察每天在我們身上運作的情緒強度。

□

□【內在想法自我探索】有些時候你感到迷惘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自我探索篇

□

讓我們能夠更加了解自己的需要，並從探索的過程中，找回自己。
□【性騷擾防治與性別平等意識】我們要去營隊、要實習了，該如何預防及因應

親密與性別篇 性騷擾的狀況呢？文藻是個性別平等的地方嗎？

□

□【語言的酵素，真是像極了愛情】了解『愛的語言』如何：觀察、表達感受、

人際互動篇

需要、做出具體請求，練習如何真誠地表達自己、傾聽他人。
*歡迎各班申請透過班會時間進行班級輔導。

若班級／社團有疑問，或填妥申請表後，聯繫諮商與輔導中心趙書賢老師
(100288@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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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諮商與輔導中心附件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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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23(三)

翻轉憂鬱與自傷防治~憂鬱與
飲食

全校師生

王靜風心理師

文園 W008

輔導股長談心聊天技能 upup

輔導幹部

蔡雨潔諮商心理師

文園 W008

輔導股長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

輔導幹部

周昕韻諮商心理師

W211
文園會議廳

翻轉憂鬱與自傷防治~憂鬱與
情緒

全校師生

余謝涵心理師

文園 W008

「睡得好，不憂鬱」-談睡眠
與自殺防治

全校師生

蔣馨怡臨床心理師

文園 W008

伴侶溝通工作坊

全校師生

黃琬絜諮商心理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幫幫我自己」－自殺與自救

全校師生

陳淑萍輔導員

文園 W008

109.10.31(六)
09:30-16:30

「香癒、相遇」精油工作坊

全校師生

諮商與輔導中心
實習心理師

A313
國際會議廳

109.11.11(三)
18:00-20:00

曼陀羅靜心與憂鬱

全校師生

陳靜誼諮商心理師

文園 W008

109.11.18(三)
15:00-17:00

輔導股長培訓「性別大觀園」

全校師生

同志熱線南部辦公室
陳威竣主任

文園 W008

109.11.28(六)
09:30-16:30

「夢一場」解夢工作坊

全校師生

周冠邑諮商心理師
柯政華諮商心理師

A301 教室

18:00-20:00
109.09.30(三)
15:00-17:00
109.10.07(三)
15:00-17:00
109.10.07(三)
18:00-20:00
109.10.14(三)
18:00-20:00
109.10.19(一)
18:30-21:00
109.10.28(三)
18:00-20:00

(二)全校性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講師

活動地點

開學第一週

友善校園週

諮商與輔導中心

紅磚道

(四) 小團體輔導與工作坊：
時間
109.09.14-109.11.02
每週一

活動名稱

講師

活動地點

人際團體

諮商與輔導中心
戴妙玟、陳韻宇、
吳敏菁、馮良芷
實習心理師

諮商與輔導中
心團體諮商室

18:00-20:30

※活動詳情與報名請上諮商與輔導中心網頁 http://d008.wzu.edu.tw/，或親至諮商與輔導中心
詢問、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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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諮商與輔導中心附件

文藻外語大學諮商與輔導中心
填表日期
年 月

姓名

懷孕學生受教權維護申請表

班級

學號

聯絡電話

日

出生日期
就學狀態

年

月

日

填寫時實足年齡_____歲_____個月

□ 1.繼續就學

監護人

Email

□ 2.本學期休學

□ 3.復學生

(關係: )

監護人電話

現居地址
住宿情形

□與父母同住
□與親友同住 □學校宿舍
□校外租屋（室友 □無 □有, ___位） □其他__________

狀態：□ 1.孕期中 □ 2.流產 □ 3.育嬰中 □ 4.已生產，出養子女

現
況
描
述

□ 1.提供輔導與諮商

需
求
協
助

□ 2.提供家庭諮詢輔導

□ 3.提供多元適性教育方案
(補救教學/孕產知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輔導/提供預防非預期懷孕教育(圈選))
□ 4.彈性處理學習/成績評量

□ 5.協調無障礙學習環境

□ 6.提供哺(集)母乳之相關設施

□ 7.提供申請人之伴侶輔導協助

□ 8.其他校內輔導協助，說明：_________________
檢
附
文
件

□ 1.醫師診斷證明書

□ 2.媽媽手冊

□ 3.戶口名簿

□ 4.出生證明書

□ 5.其他___________

中心受理本案人員

單位主管

預約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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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日期及時間

附件十一諮商與輔導中心附件

社衛政法定通報一覽表
文藻諮商與輔導中心彙整 108.08

法規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通報事件

期限

罰則

通報管道/本校受理單位

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

不得逾

關懷 e 起來網站

(含猥褻、任一方未滿 16 歲之合意性行為)

24 小時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性別平等教育法

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

不得逾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24 小時

五萬元以下罰鍰；未
通報，致再度發生校
園性侵害事件，予以

關懷 e 起來網站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解聘或免職。
家庭暴力防治法
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
其未成年子女：
一、配偶或前配偶。
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 知有疑似家庭暴力
或家屬間關係者。

不 得 逾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關懷 e 起來網站或 113 保護專線/

24 小時

諮商與輔導中心

三萬元以下罰鍰。

三、現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四、現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
或旁系姻親。
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通報系統
自殺防治法

-

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

-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自殺防治中心/
諮商與輔導中心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兒童：未滿十二歲之人。
少年：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 不 得 逾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24 小時

健康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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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萬元以下罰鍰。

關懷 e 起來網站或 113 保護專線/
軍訓室

法規

通報事件

期限

罰則

通報管道/本校受理單位

二、充當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
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
力等場所之侍應。
三、以下情事：
1. 遭受遺棄。
2. 身心虐待。
3. 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
欺騙之行為。
4. 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
觀；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5. 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6. 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7. 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8.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
為或性交。

關懷 e 起來網站或 113 保護專線/
諮商與輔導中心

9. 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
物品。
10. 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
猥褻、性交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
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
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
他物品。
11. 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體易
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12. 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
之場所。
13.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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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通報事件

期限

罰則

通報管道/本校受理單位

14. 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
為不正當之行為。
四、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不得使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
及少年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五、以下情事：
1. 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2. 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
3. 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
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
4. 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
效保護。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知悉身心障礙者遭受下列狀態：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限制其自由。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四、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於易發生危 不 得 逾
24 小時

險或傷害之環境。

關懷 e 起來網站或 113 保護專線/
諮商與輔導中心

五、利用身心障礙者行乞或供人參觀。
六、強迫或誘騙身心障礙者結婚。
七、其他對身心障礙者或利用身心障礙者為犯罪或
不正當之行為。

※誰要通報：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勞政人員、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矯正人員、村（里）幹事人員，於執
行職務時知悉者。
※本表通報指「法定通報」，亦須告知軍訓室進行「校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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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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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專題演講
「大專導師在學生生涯路上的角色」
講師：黃柏勲 經理(凱雅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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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0

@ Kaohsiung

(

|

Daniel

|

)

Trainer

Manager

Reading

Check in

+

#
#

#
#
#
?
(

(Personality)

)

?

-

-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

https://reurl.cc/yZlzgy

https://reurl.cc/yZlzgy

-

-

(Why)

(How)

(What)

?

?

(Why)

(How)

(What)

?

https://reurl.cc/m9LgqW

KSA
Knowledge
Skill
Attitud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

5

Rethinking

______?
(___________)

Rethinking

______________
(________)

Rethinking

________
(_______)

Rethinking

______
(__________)

-

Future

___

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

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
-

/

/

(

)

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分組座談

11:2512:30

分組座談一：各學制高年級學生需要怎樣的生涯協
助?
參與人員：大學部三至四年級導師、專科部四至五
年級導師、二技導師、日間部碩士班導
師
國璽會議廳
主持人：生涯發展中心黃翠玲主任
與談人：各系系主任
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分組座談二：贏贏策略的生涯輔導
1. 人與環境共贏~勞作教育功能的發揮。
2. 利人利己的共贏~公益與成本控管的學習。

11:2512:30

參與人員：大學部一至二年級導師

至善樓 Z1307

主持人：諮商與輔導中心王靜風主任
與談導師：廖俊芳老師、孫韵芳老師
負責單位：諮輔中心、生輔組石子建、劉佳勳
分組座談三：專科部低年級學生生涯軟實力~談自
律與公益教育
1. 從他律到自律~專科部學生生活輔導工作。
11:2512:30

2. 利人利己的共贏~以輔導公益園遊會為例。
參與人員：專科部一至三年級導師

至善樓 Z1308

主持人：黃榮貴總教官
與談人：陳靜珮老師、童鳳環老師
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分組座談四：國企管系生涯導師座談
參與人員：國企管系導師、系主任及系助
11:2512:30

主持人：張淑芬學務長

至善樓 Z1310

與談人：孫素靜副學務長、生活輔導組陳僅麗組長
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12:30 後

午餐

※相關資料將於會後公告在學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網頁，歡迎各位導師上網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