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學期
日間部期初導師會議

綜合座談
(Q&A時間)

110.09.09



提問

[上午 10:12] 童鳳環老師

請問專三同學可以以參
加系學會代替社團參加
嗎

課指組回覆：
童老師您好，參加系學
會或學生會比照參加社
團計算，同學如有參加
系學會或學生會可不用
再另行參加其他社團。



提問

[上午 11:37] 黃苡蓁老師

專㇐學生請問說五專前
三年免學雜費單子是甚
麼時候回繳?

生輔組回覆
因目前學生無法入校，將以
實體返校上課日期再行公告。



110學年度第㇐學期日間部期初導師會議

綜合座談
[班會相關提問]

110.09.09



提問

[上午 09:55] 林文川老師
開班會時間連結 請以電
郵通知導師 ，另請問碩
士班 是否因為人數少 由
導師自行處理開班會事
宜。

生輔組回覆
研究所人數少，由導師自
行安排時間開班會即可。



提問

[上午 10:46] 遲秀蘭老師

本學期班會紀錄三天之
內必須上傳嗎

生輔組回覆
依規定學藝股⾧三天之內
上傳，如有特殊狀況，請
學藝股⾧與生輔組聯繫。



110學年度第㇐學期日間部期初導師會議

綜合座談
[通識課程相關提問]

110.09.09



提問

[上午 09:56] 周牧璇老師
請問通識涵養課程是否
包含多門通識所開的課
程？

郭慧根院⾧回覆
是，教務處系統會按時
段以及同學填寫的志願
序，安排課程。只要有
上去填，㇐定有安排到
班級。



提問

[上午 09:59] 何佳蕙老師
郭院⾧，可否也給專㇐
英文科導師㇐份被選入
參加雙語生物課的學生
名單，我是XE1B導師，
謝謝您~

郭慧根院⾧回覆
全英生物專班名單，會
直接寄給三位導師。



提問

[上午 10:32] 薩百齡老師
UG1A 學生這學期加選㇐門
通識涵養課程，請問課程名
稱! 拜託了!

這學期教務處安排UG1A通識時段為週二3-4節，
有【環境保護概論】、【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生
活中的物理】。
同學可以從這三門課當中排志願序，學校系統會篩選後
排入其中㇐班。 同學若未加選，系統會自動為同學排
入。

附加說明：
通識的涵養課程有3領域(6學分)：【科普與科學】2、
【自然與美學】2、【社會與法政】2。
像【環境保護概論】、【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是屬
於【自然與美學 】領域。
【生活中的物理】，是屬於【科普與科學】領域。
假如有㇐位同學加選並通過的課程是【環境保護概論】，
那麼就滿足了【自然與美學】的2學分。未來教務處還
會後續的學期安排其他涵養時段，讓其他2個領域的學
分也修讀完成。

*通識課程必修共12學分*
核心課程4學分
涵養課程6學分
跨域與深化課程2學分



110學年度第㇐學期日間部期初導師會議

綜合座談
[防疫相關提問]

110.09.09



提問

疫苗相關問題 衛保組已持續透過班⾧群
組追蹤班級意願填登及意
願書繳交等相關資訊，將
視情況召開說明會。



提問

[上午 11:22] 何佳蕙老師

以上4，5點時間點是衝突的，
請問要以哪個為準?

衛保組回覆
兩者無重複,第五點同學務必
於110年9月12日前完成班級
COVID-19疫苗校園接種學生
意願名冊回覆是採線上回覆，
主要是配合學校線上教學期
間及因應衛生局要求先行進
行疫苗接種人數統計回覆，
以利疫苗需求數準備。



提問

[上午 11:35] 黃苡蓁老師

電子郵件訊息是說9/13，請
問是9/12 還是9/13完成疫苗
統計回覆，謝謝。

衛保組回覆
9/12是提供班上同學進
行填報，班⾧是9/13回
覆衛保組。



提問

[上午 11:14] 蔡介裕老師
輔英專㇐到專三比照高
中，將集體打疫苗，本
校是否㇐樣?

衛保組回覆
本校COVID-19疫苗校園接種
對象已納入五專㇐到專三年
級學生，接種相關事宜資訊
https://a001.wzu.edu.tw/artic
le/494137

目前尚未確定接種時間，確
認後會再另行公告。



提問

[上午 10:31] 林潔老師
請問四技大學生疫苗是
由學生自己登記及前往
施打嗎?

衛保組回覆
18歲以上請自行至COVID-
19公費疫苗預約平臺進行意
願登記及預約，相關資訊也
會傳至班⾧群組提醒學生。



提問

[上午 10:34] 林潔老師
會調查及公布學校多少
比例師生施打疫苗的狀
況嗎?

學務⾧回覆

目前學生能接受COVID-19
疫苗施打的不多，後續衛生
保健組會調查。教職員工已
由人事室調查。公布比例與
否，行政團隊需進㇐步討論。
感謝您提醒與建議！



提問

[上午 10:06] 楊燕詒老師
如果班上大多數同學在
學校接種，並請疫苗假。
請問課程該如何進行?

教務⾧回覆
若班上仍有學生進教室
上課，則老師正常授課，
可以以錄影或其他方式
進行補課。



提問

[上午 10:00] 黃苡蓁老師
若專㇐家⾧擔心群聚，
學校有比照教育部給不
列入出缺席防疫假嗎? 或
學校有防疫假規則嗎? 謝
謝

生輔組回覆
目前主要提供新冠肺炎疫苗
接種、居家隔離/檢疫、自主
健康管理等原因之防疫公假，
其他原因尚未列入，學生如
遇到特殊狀況，可洽詢生活
輔導組。



提問

[下午 12:00] 劉惠風老師

境外生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如果沒出席線上班會及遠距
課,需要請假嗎?謝謝

生輔組回覆
境外生入境後，從隔離、健康
自主管理、到返校上課，生輔
組將依據境外組、衛保組提供
資訊，主動幫學生請防疫公假，
學生不須自己請假。



提問

[上午 10:12] 黃苡蓁老師

學校有提供低年級專科
部各班酒精和噴瓶嗎? 若
有的話，在哪裡領取? 謝
謝

生輔組回覆
班級不提供酒精，但是
提供漂白水，並教導學
生調配方式，供早上、
中午讓各班做教室環境
消毒。



提問

[上午 10:09] 楊燕詒老師
有同學需要申請在學證
明和成績單。請問可入
校辦理嗎?

生輔組回覆
目前為二級管理，學校暫無
管制，但須落實實聯制、量
測體溫、配戴口罩。

非必要仍請學生不要入校，
謝謝。



提問

[上午 10:10] 楊燕詒老師
非居住高雄的學生，該
如何領取新課本?

生輔組回覆
目前為二級管理，學校暫無管制，
但須落實實聯制、量測體溫、配戴
口罩。
非必要仍請學生不要入校，謝謝。

總務⾧回覆
已和敦煌書局協調，學生可聯繫
07-3101907洽談訂購與郵寄，滿
㇐千元以上郵資由敦煌書局支付。



110學年度第㇐學期日間部期初導師會議

綜合座談
[勞作教育相關提問]

110.09.09



提問

[上午 11:51] 曹淑琳老師

勞掃可以第㇐組第㇐周，第
二組第二周，第三組第三周，
第四周再換回第㇐組嗎?不
要第1,4,7,10,13,16,等周給
固定組別?

生輔組回覆
可依照老師的算法，生輔組
提供的表格只是方便排班而
設計。



提問

[上午 11:40] 陳念霞老師

1.勞作獎金／獎狀是給個
人或全班嗎?

2.班級可以分超過三組嗎?

生輔組回覆
獎金/獎狀是給予全班的。

分成三組 這樣友善學生 比
較容易通過，也方便同學安
排時間。



提問

[上午 11:40] 薩百齡老師

(勞作教育)我的班可以不
要每個禮拜換組嗎?

生輔組回覆
固定時段、組別較便於有突
發狀況時的處理。



110學年度第㇐學期日間部期初導師會議

綜合座談
[連絡學生、資訊平台提問]

110.09.09



提問

[上午 10:13] 劉明全老師

建議生輔組，請將轉學生與
復學生再次通知導師或提醒，
由導師聯繫，將其加入班上
LINE群組，可立即知道公告
事項與班級班會資訊。

註冊組回覆
1.導師功能整合平台-導生班
學生資料查詢可看到轉學生
與復學生註記，如對身分有
疑問，可直接洽詢註冊組。

2. 請導師們針對班上的【轉
學生】與【復學生】，㇐定
要在【第㇐週結束】之前，
與這些學生們取得聯繫！。



提問

[上午 10:25] 郭雅芬老師

班上有轉學(系)生時，希
望可以先個別通知導師 。
還有新的休/復學、境外
生狀況(目前完全沒有收
到任何聯絡)謝謝

註冊組及境外組回覆
1.導師功能整合平台-導生班學
生資料查詢可看到轉學生與復
學生註記，如對身分有疑問，
可直接洽詢註冊組。
2.境外組目前已掌握大部分新生
的line，會將同學加入境外生系
群，再請系上協助轉傳。



提問

[上午 10:27] 林虹秀老師

請問何時會個別通知老師有轉學
/系學生？

註冊組回覆
導師功能整合平台-導生班
學生資料查詢可看到轉學生
與復學生註記，如對身分有
疑問，可直接洽詢註冊組。



提問

[上午 10:33] 林虹秀老師
請問大㇐新生外籍生的line要跟
哪個單位詢問，因老師無法跟
外籍生聯絡

境外組回覆
老師可聯繫境外組，境外組
同仁皆可為您提供相關資訊，
謝謝。



提問

[上午 10:34] 胡志祥老師
新生如何得知開學當日上午相
關連結? 境外生?

開學日上午活動連結會公告，
並在首頁清楚標示，另會通
過課外活動指導組、境外學
生事務組相關新生、境外生
LINE群組進行宣導。



提問

[上午 10:36] 楊千瑩老師

轉學生或雙聯生沒有聯
絡方式

註冊組及境外組回覆
1.導師可進入導師功能整合
平台-導生班學生資料查詢
可看到轉學生與復學生註記，
如對身分有疑問，可直接洽
詢註冊組。
2. 境外組已協助確認雙聯生
的LINE聯絡方式，若確認後
會再請系上協助轉傳。



提問

[上午 10:48] 謝碧娥老師

這學期新復學生在導師
功能系統裡如何能查到
他過去的資料? 以利輔導!

生輔組回覆
1. 請導師進入校務資訊-查
詢-學務資料查詢-導生輔導
資料查詢功能中，即可看到
導生班學生過去輔導資料。
2.亦可透過導師功能整合平
台-導師班學生查詢，點入
個別學生即可看到該生歷年
成績、獎懲、操行等相關輔
導資料。



提問

[上午 10:51] 林虹秀老師

請問老師跟境外組是否
可以開㇐個line群組，方
便聯絡學生事務

境外組回覆
境外組目前已掌握大部分新
生的line，會將同學加入境
外生系群，再請系上協助轉
傳。如有須與境外組直接聯
繫，可加入Wenzao SOSA 
官方帳號wenzaososa並告
知老師姓名及需求，可直接
推播學生line帳號。惟部分
同學因國家不同，無法使用
line的狀況下，則僅能使用
email聯繫。



提問

[上午 10:56] 郭雅芬老師

其實平台節點有點多 真的還
蠻難查詢的 不好意思

 
[上午 10:57] 郭雅芬老師

去年有學生故意登入假資訊
但我們無法強迫更改

生輔組回覆
1. 導師功能整合平台使用多年，
因應現今導師需求，的確需要
提供更友善介面，生輔組將納
入本學年計畫，提供系統修正
需求。

2. 已於新生登錄基本資料時，
提醒學生確實填寫，如有誤影
響個人權益者，請自行負責。



提問

[上午 11:00] 楊淑容老師

導師班學生是否能編號，還
要自己算有幾位同學

生輔組回覆
謝謝老師提問，生輔組會再
檢核導師平台如何調整，與
教務處、資教中心討論精進，
讓導師更便於使用。



提問

[上午 11:15] 劉惠風老師
學生缺課節數累計達 1/5、
1/4、1/3 及 1/2,當學校
簡訊通知學生與家⾧時,
建議能略提缺課過多的
後果(從校規的角度),做
為提醒,謝謝!

生輔組回覆
因簡訊通知有字數限制，故
可能完整陳述，惟此規定在
新生入學大小事已提醒學生
及家⾧留意。



提問

[上午 11:15] 薩百齡老師

請問可以把學生的聯絡方式
整合在導師班學生資訊嗎?
不然我們要查學生資訊要點
不同的項目!很不開心!

生輔組回覆
目前學生的聯絡方式可透過
導師功能整合平台查詢，惟
為友善導師使用，學生聯絡
方式種類(學生電話、家⾧
電話、通訊電話等)未來增
加到平台，方便導師查閱。



提問

[上午 11:17] 薩百齡老師

我為了建立班級Line群組和
找到沒有參加英語初戀營的
學生已經搞了兩天了，麻煩
學校統整㇐下學生聯絡資訊，
減輕老師負擔!

生輔組回覆
目前學生的聯絡方式可透過
導師功能整合平台查詢，惟
為友善導師使用，學生聯絡
方式種類(學生電話、家⾧
電話、通訊電話等)，未來
增加到平台，整合後方便導
師查閱。



提問

[上午 11:44] 郭雅芬老師

對不起 突然想到 建議生輔
組是否可以在雲端學園上也
可以給導師㇐個課程節點?
方便導師公告及寄信給全班
所有同學>感謝(雖然也可以
用line)

生輔組回覆

會再與教務處課務組、資教
中心商討、協調如何操作。



提問

[上午 11:20] 陳念霞老師

要是學生在英文寫作裡有寫
他小時候有遇到的，我們也
要通報嗎?

軍訓室回覆
需進行通報。

諮輔中心補充
1.若為性平相關案件，老師可聯繫學
務處性平業務承辦人賴泊潔小姐(校
內分機2204)。
2.學生願意告訴老師小時候的私事，
先肯定老師㇐定給學生很大的信任
感。建議老師私下關心學生，事發
當時是否有通報，有無社工協助，
目前學生是否還受到此事件影響，
問學生是否安全？需要任何協助？
跟學生說明法定通報義務，請學生
到諮輔中心與輔導老師晤談，了解
事實後再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