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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進修部新生導航研習活動流程（110/8/25~8/26） 

110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 

【新生導航專區】 https://c007.wzu.edu.tw/category/147007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參與 

單位 
活動實施方式說明 

17:30 

~ 

18:00 

30 分鐘 

新生報到 

編隊 

線上瀏覽 

新生導航手冊 
- 

新生不進校園，自行在家線上參與活

動，並瀏覽新生導航手冊電子資料。 

※新生導航手冊電子資料建置於進修

部網頁【新生導航專區】 

18:10 

~ 

18:55 

45 分鐘 

破冰， 

相見歡 

導師時間 

選舉班級幹部 
班級導師 各班導師及新生於線上會議軟體進行。 

認識班級

角色 
幹部職責說明 班級幹部 

班級幹部自行在家瀏覽幹部職掌電子

資料 

※幹部職掌電子資料建置於進修部網

頁【新生導航專區】 

19:05 

~ 

19:40 

35 分鐘 

與系主任

有約 

系主任與新生 

溝通交流 
各系主任 

系主任與新生 Teams 線上座談 

※各系 Teams 連結： 

二技/四技英文系：

https://reurl.cc/vqMVRy 

日文系：https://reurl.cc/O0O9WD 

國企管系：https://reurl.cc/gWd1ZX 

19:50 

~ 

20:00 

10 分鐘 

築夢踏實-

向前行 

進修部主任 

致詞 

進修部 

劉獻文主任 

新生自行在家線上觀看影片 

※影片放置於進修部網頁【新生導航專

區】 

20:00 

~ 

22:00 

120 分鐘 

探索文藻 

學習資源 

各單位學習資

源介紹與說明 

(含選課規則

與流程) 

英/外語能力 

診斷輔導中心 

20:00~20:15 

 

進修部教務組 

20:15~20:45 

 

通識教育中心 

20:45~20:55 

 

進修部學務組 

20:55~21:05 

 

諮商與輔導 

中心 

21:05~22:00 

新生自行在家線上觀看影片 

※影片放置於進修部網頁【新生導航專

區】 

https://c007.wzu.edu.tw/category/147007
https://reurl.cc/vqMVRy
https://reurl.cc/O0O9WD
https://reurl.cc/gWd1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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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進修部新生導航研習活動流程（110/8/25~8/26） 

110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 

日

期 
班  級 

(1) 18:30~19:10 

(2) 19:20~20:00 
(3) 20:10~測驗結束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8 

月 

26 

日 

 

星

期

四 

NE3A（二技英文 3A） 
雲端學園操作 

同步軟體操作 

英文共同科目 

分組測驗 

PE1A（四技英文 1 A） 
雲端學園操作 

同步軟體操作 

英文共同科目 

分組測驗 

PE1B（四技英文 1B） 
雲端學園操作 

同步軟體操作 

英文共同科目 

分組測驗 

PE1C（四技英文 1C） 
雲端學園操作 

同步軟體操作 

英文共同科目 

分組測驗 

PJ1A（四技日文 1A） 
雲端學園操作 

同步軟體操作 

英文共同科目 

分組測驗 

PJ1B（四技日文 1B） 
雲端學園操作 

同步軟體操作 

英文共同科目 

分組測驗 

PN1（四技國企管 1A） 
雲端學園操作 

同步軟體操作 

英文共同科目 

分組測驗 

 

 

 

重要提醒：凡屬「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同學，毋需參加英文共同科目分組測驗。選課重點提醒

將個別與多元培力生聯絡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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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進修部新生導航研習活動流程（110/8/25~8/26） 

110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 

提醒您，請於 18:10~18:30 間，先點選下方連結加入 Google Meet！ 

18:30 準時開始雲端學園及同步軟體操作說明，約 20:10 開始英文分組測驗，測驗時

間約 30-40 分鐘，測驗完成後，新生導航活動圓滿結束。 

其餘注事項如下： 

雲端學園操作 

同步軟體操作 

英文共同科目 

分組測驗 

1. Google Meet 同 步 線 上 連 結 ：

https://meet.google.com/cnw-cxjk-rhg 

2. 請留意： 

 以 Google 瀏覽器登入。 

 登入帳號以「學號@gap.wzu.edu.tw」、

密碼同校務資訊系統。 

3. 教師發展中心遠距教學學生專區：

https://c014.wzu.edu.tw/category/150209 

4. 雲 端 學 園 網 址 ：

https://elearning2.wzu.edu.tw/ 

1. 英文共同科目分組測驗，簡稱 DPT 語測

（Dynamic Placement Test），為入學後英

文分組課程之分組依據。 

2. 您可以桌機或手機應試、配戴耳機，並以

Google 瀏覽器開啟。請點選以下連結至測

驗頁面，或複製網址貼至 Google 瀏覽器。

https://dpt.clarityenglish.com/ 

3. 登入網站後 E-mail、密碼說明： 

例： 

E-mail: 2110300001@st110.wzu.edu.tw 

密碼：2110300001 

Access Code 待測驗時老師告知 

4. 請點選《連結》觀看操作方式說明，以免

因不熟悉介面而影響測驗成績。 

5. 110 學年度新生皆要參加本次測驗（前

測），預告：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將進行後

測，屆時會有相關說明。 

6. 若未參加測驗不得補測，分組依開課單位

安排不得異議。 

 

https://meet.google.com/cnw-cxjk-rhg
https://c014.wzu.edu.tw/category/150209
https://elearning2.wzu.edu.tw/
https://dpt.clarityenglish.com/
https://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_2.dpt%20%E6%93%8D%E4%BD%9C%E6%B5%81%E7%A8%8B_%E7%80%8F%E8%A6%BD%E5%99%A8_wz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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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簡介 

壹、 建校宗旨與教育理念 

一、 文藻外語大學之建校宗旨為： 

（一） 以全人教育之理想培育具國際觀之語文專業人才 

（二） 以中華文化為主幹，透過語文教育及專業訓練，研究發展語文教學，服務社

會 

二、 教育理念為： 

（一） 尊重個人尊嚴，接受個別差異，激發個人潛能，為生命服務。 

（二） 培養文藻人都能具備以仁愛（Love）為本的 3L 能力與特質－生活（Life）、

語言（Language）、領導（Leadership）。 

貳、 教育目標 

一、 四技 

（一） 具有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知能與倫理。 

（二） 具有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三） 瞭解中外文化特質，掌握國際發展趨勢。 

（四） 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五） 發展具有人文關懷與社區服務之情操。 

二、 二技 

（一） 具有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知能與倫理。 

（二） 具有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三） 瞭解相關語系國家之文化與文明。 

（四） 發展第二專業能力。 

（五） 發展具有人文關懷與社區服務之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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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進修部設立宗旨 

暢通進修管道，提昇外語水準，發展成為南台灣進修教育的重鎮。 

肆、 發展特色 

一、 以外語為核心課程的各專業學系。 

二、 高水準專業師資，高品質教學效果。 

三、 雙外語、多樣化專業課程、學程、學群設計。 

四、 專業化的普通教室，設備新穎的專業及資源教室。 

五、 行政業務資訊化，服務品質優質化。 

伍、 預期成果 

一、 教學方面： 

（一） 在更多專業師資參與教學，且因應學生素質，活潑教學內容，提供適當學習

方法及教材情況下，將可大幅提昇教學效果。 

（二） 不斷配合社會需求修正課程且佐以適當的教學評鑑制度，將可使學生的學習

事半功倍，在各項知能上均獲得具體收獲。 

（三） 混成式遠距課程：翻轉教室的創新學習概念，使傳統老師的角色從教導者轉

型為引導者。透過數位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可以自主掌握學習步調，使得面授

課程有更多師生間的學習互動，此種混成式遠距課程的學習模式，無形中自

然的使學生由被動學習轉為主動學習，突破空間及時間的限制，讓學習更有

效率。 

二、 輔導方面： 

（一） 加強補救教學，將可提昇學生學習興趣、能力，減少挫折，降低休、退學

人數。 

（二） 強化互助組之功能，當能充份掌握學生動態，適時給予必要之輔導及協助。 

（三） 加強進修就業輔導，協助學生做好生涯規劃，將可提昇學生就業能力並實

踐終身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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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進修部 110 學年度新生須知 

【教務組】 

※教務組隸屬於進修部，成員組織及工作職掌如下： 

姓 名 主要業務 開學相關業務 聯絡信箱 分機 

陳妍妏 

組 長 
教務相關業務 教務組相關業務 ce4001@mail.wzu.edu.tw 3111 

劉怡君 

老 師 
 註冊相關業務 

 成績相關業務 

 課務相關業務 

 遠距課程相關業

務 

 語文補救教學業

務 

 外語能力提升講

座 

 檢核「110 學年

度新生基本資料

表」、申請科目學

分抵免、學籍資

料及成績處理…

等 

 網路選課、跨部

選課、網路加退

選課 

 遠距課程及雲端

學園教育訓練 

ce4002@mail.wzu.edu.tw 3116 

鄭國翔 

老 師 
ce4003@mail.wzu.edu.tw 3113 

蕭淳方 

老 師 
ce4004@mail.wzu.edu.tw 3114 

陳姿廷 

老 師 
ce4005@mail.wzu.edu.tw 3115 

壹、 新生註冊應繳資料：請參閱新生報到註冊須知。 

貳、 科目學分抵免申請：請於 8 月 25 日（星期三）至 8 月 31 日（星期二）上網申請，

並至進修部教務組繳交申請資料，逾期恕不受理。 

參、 網路初選時間：自 8 月 25 日（星期三）15:00 起至 8 月 31 日（星期二）23:59 止。 

肆、 網路加退選時間：自 9 月 13 日（星期一）15:00 起至 9 月 21 日（星期二）23:59 止。 

伍、 文藻外語大學網站平台說明 

一、 本校相關網站網址如下： 

網站名稱 網址 

文藻外語大學首頁 http://www.wzu.edu.tw/ 

文藻外語大學進修部首頁 http://c007.wzu.edu.tw/ 

資訊服務入口網站 https://sso.wzu.edu.tw/ 

雲端學園 http://elearning2.wzu.edu.tw/ 

學生電子郵件信箱 http://student.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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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藻外語大學首頁上方「行政單位」選單有進修部網站之連結，首頁右下方「快

速連結」有「資訊服務入口網」、「Cloud e-learning 雲端學園」與「學生線上郵件」

等網站之連結，登入之帳號為「學號」，密碼第一次使用預設值為身分證字號「全

碼」，第一個英文字母為大寫。 

三、 資訊服務入口網站登入後，可直接開啟雲端學園與學生電子郵件信箱，不需再次

輸入帳號及密碼。 

四、 文藻校園內有設置無線網路基地台（Wi-Fi），登入帳號及密碼皆與資訊服務入口

網站相同，同時亦提供 APP（i 文藻）供同學下載使用。 

五、 本校遠距課程使用雲端學園做為授課平台，登入後點擊我的課程於左方下拉式選

單選取課程後，再點擊「開始上課」即會出現課程內容。上課方式請依循授課教

師指示進行課程內容學習。（請參閱下方圖示） 

 

 

          

六、 進修部少數課程採遠距課程方式授課，遠距課程為「混成式」遠距課程，不需每

週皆到校上課，請依授課教師規定到校上課。 

七、 強烈建議使用本校學生電子郵件信箱，本校雲端學園課程通知、遲到及缺曠課通

知、調課通知等相關訊息皆使用本校學生電子郵件信箱。 

八、 學生電子郵件帳號說明： 

（一） 本校學生學號第 1 碼為部別，第 2 至 4 碼為入學年度代碼，第 5 至 7 碼為

系別學制，第 8 至 10 碼為序號。 

（二） 學生電子郵件帳號為：「學號」＋@st(入學年度).wzu.edu.tw，舉例說明：學

號為 2110100009 則電子郵件帳號即為 2110100009@st110.wzu.edu.tw。 

（三） 本校學生電子郵件密碼與資訊服務入口網相同。 

（四） 使用手機登入時，請於手機瀏覽器輸入網址 student.wzu.edu.tw 進入網頁版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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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提醒新生「英文課程分級測驗注意事項」： 

1. 辦理日期：110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錄取「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

同學無須參與本測驗）。 

2. 使用設備：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皆可上線測驗，請務必備妥耳機。 

3. 均為線上測驗，部分作答方式為「拖曳」答案，不單為「點選」答案或「填

入選擇題選項」。 

4. 題目為隨機，測驗作答時間約需 30-40 分鐘，系統將依據個人答題狀況自動

判斷後續題目難易度。 

5. 學生考試帳號一律為「學號@gap.wzu.edu.tw」，密碼為「學號」。 

6. 請務必留意，本英文課程分級測驗未上線測驗者，將由開課單位：英文系或

英語教學中心自行安排級別，且不得申請換級，同學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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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組】 

※學務組隸屬於進修部，成員組織及工作職掌如下： 

姓 名 主要業務 開學相關業務 聯絡信箱 分機 

蕭龍生 

組 長 學務組相關業務 學務組督導及執行 
ce3001@mail.wzu.edu.tw 

ce2001@mail.wzu.edu.tw 
3121 

鍾佩涵 

老 師 

1. 辦理各類學雜費減

免及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 

2. 學產基金急難慰問

金、緊急紓困助學金

及校外獎助學金。 

3. 學生兵役業務。 

4. 學生勤缺及請假紀

錄之查詢與更正。 

5. 班會紀錄彙整。 

6. 失物招領。 

1. 缺交「男生兵役

調查表」之學

生，請於 9 月 17

日（五）前交至

學務組。 

2. 受理 110 學年度

「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申請 

ce3002@mail.wzu.edu.tw 3122 

蔡佳紋 

老 師 

1.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業務。 

2. 校內意外、傷、病之

急救護理評估之處

理及轉診。 

3. 特殊傷病學生追蹤

輔導與紀錄 

4. 進修部複檢活動。 

5. 急救箱、輪椅、拐杖

及衛生器材之借用

相關事項。 

請於開學後繳交

「新生體檢報告

（報告日期需為

110 年 3 月 1 日之

後」及「健康事件

通知單」 

sa3003@mail.wzu.edu.tw 2245 

mailto:ce3001@mail.wzu.edu.tw
mailto:ce2001@mail.wzu.edu.tw
mailto:ce3002@mail.wzu.edu.tw
mailto:sa3003@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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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進修部學生日常注意事項 

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日：9 月 13 日（一），二技與四技新生需參加開學典禮，

本次開學典禮採線上直播方式舉行，直播網址屆時公告於進修部網頁最新公告。 

二、 進修部校園生活常規須知： 

（一） 上課時間：星期一到星期五，第 11-14 節。（11 節：18:30-19:15。12 節：

19:25-20:10。13 節：20:20-21:05。14 節：21:15-22:00。） 

進修部同學如於 18:00 前到校：可至圖書館、萊爾富便利商店(行政大樓

B1)、歐盟中心(求真樓 B1)、敦煌書局外休憩。 

（二） 下課時間：22:00 下課後，22:20 前離開教室，22:30 校區照明、民族路

門口將關閉。 

（三） 本校校內全面禁菸，抽菸同學請至民族警衛室旁的吸菸亭內，菸蒂請放

置垃圾筒內。違反規定於校內任何地方吸菸者，每次至少小過乙次處分。 

（四） 進修部清潔費繳交：每學期每位學生收清潔費 200 元（每學期初由各班

收齊統一繳交至總務組）。 

（五） 學生服儀：適合學生身分為宜。 

（六） 教室整潔：離開教室確實將黑板擦拭乾淨、桌面清理及電器門窗關閉。 

三、 進修部學生居住資訊 

（一） 學生居住狀況：請登錄系統維護，賃居生請填寫租屋地址、房東姓名、

電話，個人或賃居資料如有更新，請務必上網更新。 

（路徑：登錄「校務資訊系統」>登錄>學務登錄作業>學生居住狀況調

查>） 

（二） 如同學有租屋需求，請洽軍訓室承辦人宋明宏教官，聯絡電話07-3426031

轉分機 2406。或親洽進修部學務組蕭龍生組長或鍾佩涵小姐，聯絡電話

07-3426031 轉分機 3121、3122。 

四、 進修部語文檢定考試成績優良獎勵：以本校教務處網頁「語檢畢業門檻」公告

為準。 

（一） 為了鼓勵進修部學生於在學期間通過日間部語文檢定畢業門檻，特別提

供補助獎學金，各種語文申請標準如下： 

1. 英文檢定：英文系學生達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 級 260 分者、

非英文系學生達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 級 240 分者，補助報名

費 500 元。 

2. 法文檢定：達法語能力測驗進階中級 300 分或 FLPT 法語能力測驗

150 分或 DELFB1 者，補助 2/3 報名費。（報名費約 2,000 至 2,900 元

不等） 

3. 德文檢定：達歌德 B1 級德語檢定考四科分項成績及格門檻 60 分「尚

可級」以上或 FLPT 德語能力測驗 150 分，口試 S2 以上或德語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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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考試「Goethe-Test PRO」B1 級者，補助 2/3 報名費。（報名費約

2,000 至 3,800 元不等） 

4. 西文檢定：達 DELE 西語能力測驗 B1 總分 60 分（新制）或 FLPT

西語能力測驗 170 分加口試 S2 或西班牙語職場檢定考試「esPro 

BULATS」B1 級者，補助 2/3 報名費。（報名費約 2,000 至 2,900 元

不等） 

5. 日文檢定：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2 各分項成績最低分門檻，

且總分達到合格分數或 F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180 分者，補助全額報

名費。（報名費約 1,500 元） 

（二） 申請書索取：請至進修部學務組索取。 

（三） 申請本項獎勵金的同學，不得重複申請校內其他證照獎勵金，如經查核

有重複請領之情事，予以追回本獎助款項。 

五、 進修部週會活動 

（一） 班週會時間：安排於每週四第 13、14 節（20:20~22:00） 

（二） 各年級週會講座安排如下： 

參加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四技一年級 

二技三年級 

賃居安全及法律常識講座、 

生命教育講座 

交通安全講座、 

菸害防治講座 

四技二年級 
民主法治教育講座、 

品德教育講座 

傳染病防治講座、 

反毒教育講座 

四技三年級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急救安全講座 

防災教育講座、 

健康人生講座 

四技四年級 

二技四年級 
職涯講座(1) 

職涯講座(2)、 

反詐騙教育講座 

（三） 各項競賽及活動：文藻盃歌唱比賽、班際趣味競賽、迎新及送舊演唱會、

新生祈福禮、司儀甄選等。 

（四） 外語能力專題講座：英文能力專題講座、日文能力專題講座等。 

 

貳、 進修部學生請假規定 

一、 學生請假區分為事假、病假、公假、喪假、婚假、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

陪產假、天然災害假及生理假、骨髓或器官捐贈假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等13

種類別。 

（一） 病假：學生因病不能到校上課，家長或學生本人應先通知授課教師或導
師，並於到校後一週內檢附證明文件（如本校衛生保健組、醫療單位開

立之證明、收據等），補辦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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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假：以事先辦理為原則，若因緊急事故無法事先辦理，請先通知授課

教師或導師，並於 3 天內補辦請假手續。 

（三） 公假： 

1. 法定傳染病需治療或隔離者，檢附衛福部立案醫療院所開立之證

明，到校後一週內補辦請假手續。 

2. 其餘公假必須檢附證明事先辦理；含兵役體檢、因故出庭、參加實

習面試、校外研習（會議、比賽或領獎活動）、校內（外）支援活動、

校內各單位所辦的活動。 

（四） 喪假：須檢附證明或家長出具證明，直系血親、養父母及親兄弟姐妹之

喪假，最多 7 日，可分次辦理，超過 7 日以事假計算；其他親屬之喪葬

以事假辦理。 

（五） 婚假：3 日，必須於結婚日前完成請假手續。 

（六） 產前假：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8 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

娩後。 

（七） 分娩假：分娩後給分娩假 42 日（不含例假日），檢附醫療單位開立之證

明辦理。 

（八） 流產假：檢附醫療單位開立之證明辦理。 

1. 懷孕滿 20 週以上流產者，流產假 42 日（不含例假日）。 

2. 懷孕 12 週以上未滿 20 週流產者，流產假 21 日（不含例假日）。 

3. 懷孕未滿 12 週流產者，流產假 14 日（不含例假日）。 

（九） 陪產假：因配偶分娩給予陪產假 2 日，檢附醫療單位開立之證明辦理。 

（十） 天然災害假：依權責單位發布新聞為憑辦理。 

（十一） 生理假：女生每個月視其實際狀況，至多可申請 1 日。 

（十二） 骨髓或器官捐贈假：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檢附醫療單位開立之證明
視實際需要給假。 

（十三）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依原住民委員會所公
告之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放假 1 日。 

備註：依進修部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之規定，遲到、曠課之界定：正課鐘響

結束 10 分鐘內到課列計遲到，超過 10 分鐘後到課列計曠課。 

 

參、 進修部學生請假程序：（請假方式一律系統線上申請） 

一、 准假權責程序：請假 2 日（含）以上應檢附就診或相關證明文件。 

（一） 喪假、婚假、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陪產假、天然災害假及生理假：

導師核准→副本通知授課教師及學生本人。 

（二） 事假、病假：授課教師→副本通知導師及學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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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假、骨髓或器官捐贈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 

1. 學生線上申請，點選指導單位→指導老師及其主管→學務組→導師→

授課教師→副本通知學生本人。 

2. 指導單位申請→學務組→導師→授課教師→副本通知學生本人。 

3. 骨髓或器官捐贈假指導單位為衛生保健組；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指導

單位為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請假手續請於一週內完成，惟事、公、婚假以事先辦理為原則，如因突發狀

況無法提前申請，亦請於當日算起三日內上網登錄完畢。 

二、 有到課被誤記曠課： 

（一） 請先至進修部辦公室拿「缺曠課更正申請單」 

 一般課程誤記：給「任課老師」簽名 

 班週會誤記：給「副班長」及「導師」簽名 

 其他情形：請直接洽詢學務組 

（二） 須於兩週內完成更正手續，投至進修部辦公室「學生假單投遞箱」 

※請利用校務資訊系統隨時上網查詢個人缺曠情形。 

 

肆、 進修部學生操行成績計算方式 

一、 學生操行成績之評定，以導師評分、加減獎懲分數、加減學務組評分後，合計

實得總分即為學生當學期之操行成績。 

二、 操行成績計算基準：基本分（82 分）±導師評分（±5 分）±獎懲分數±學務組評

分（±5 分）+全勤分數（3 分）。 

三、 學務組可依學生推動學生事務、參與全校性活動及週會活動表現，予以綜合評

分，並以+5 分至-5 分為評分範圍。 

四、 獎懲計分標準如下： 

（一） 記嘉獎一次加 1 分，記小功一次加 2.5 分，記大功一次加 7.5 分。 

（二） 記申誡一次扣 1 分，記小過一次扣 2.5 分，記大過一次扣 7.5 分。 

 

伍、 進修部就學補助方案 

一、 各類學雜費減免： 

（一） 需具備其中一項減免身分方可申請，如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原住民、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 

（二）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請連結公告網址：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85770，或掃描 QR Code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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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欲補辦理學雜費減免之新生，請於開學(9月13日)前至學務組繳交申請文件。 

二、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一） 110 學年度申請時間：自 9 月 13 日（一）起至 10 月 13 日（三）止。 

（二） 相關申請資訊：請連結公告網址：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67929，「公

告進修部 110 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申請事宜」，或掃描 QR Code 查看。 

 

※※重要提醒：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僅能則一申請，不可重複辦理！ 

 

陸、 獎助學金訊息 

教育部及校外機關各類獎助學金訊息，可至「圓夢助學網」查詢，網址

http://helpdreams.moe.edu.tw。進修部網頁「校外獎助學金」專區亦不定期公告相關

資訊。 

 

柒、 新生體檢及健康事件通知單 

一、 尚未繳交「110 年 3 月 1 日以後之佑康健診中心收據(請於空白處寫上班級、學

號、姓名)或大專校院指定體檢項目報告」之學生，請於 9 月 13 日（一）交至

衛生保健組(行政大樓一樓)。 

二、 尚未繳交「健康事件通知單」之學生請於 9 月 13 日（一）交至衛生保健組。（下

載路徑：連結本校首頁→「資訊服務入口網」→「校務資訊」→「學務登錄作

業」→「新生資料調查作業」→「登錄」→選取「健康事件通知單」，列印後經

家長/監護人簽名並註記日期，滿 20 歲以上者可自行簽名）。 

 

捌、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權益 

一、 為保障學生因發生疾病或意外事故致家庭遭受生命與經濟損失，特辦理學生團

體保險業務，110 學年度由三商美邦人壽承接。 

http://helpdream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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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註冊繳費時得參加學生團體保險，除教育部每人每學年補助 100 元外，每位同

學每學期尚需自費繳交部份保費（P.S.保障內容包括：意外傷害、疾病住院、失

能、身故等權益；詳細理賠內容及範圍依該年度保險條款為準），自請求之日起

（事故發生當日），經過 2 年不行使而消滅。 

 

參加學保 不參加學保 

於保險有效期間（分為第 1 學期 8 月 1 日

到隔年 1 月 31 日止、第 2 學期 2 月 1 日

到 7 月 31 日止）。 

教育部法規(104.12.28)明載，學校需書面 

將學生不參加本保險之情事，通知家屬。 

切結書需給家長或配偶簽章、聯絡電話 

請完成後繳回。 

已繳交學生團體保險者，開學一個月後，

將不再辦理棄保及退還費用，保險契約仍

繼續有效。 

於未投保期間發生事故時，所有保險相關事

宜應自行負責。 

 

玖、 特約醫療院所服務 

本校每年度皆有特約醫療院所可提供學生就診時優待，若遇醫療就診需要時，

可至衛生保健組網頁，查詢該年度特約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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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 

※學務組及總務組隸屬於進修部，成員組織及工作職掌如下： 

姓 名 主要業務 開學相關業務 聯絡信箱 分機 

蕭龍生 

組 長 
總務組相關業務 

總務組督導及執

行 
ce2001@mail.wzu.edu.tw 3121 

簡薇珊 

老 師 

1. 就學貸款申請。 

2. 緩繳學費申請。 

3. 汽機車停車證申

請、運動卡(劵)

申請。 

1. 尚未繳交就學

貸款資料者，請

於 9月 3日（五）

前交回總務組。 

2. 汽機車停車證

繳費發證。 

ce2002@mail.wzu.edu.tw 3131 

壹、 如何購買汽機車停車位 

一、 新生申請汽車、機車及單車停車證請連結公告網址：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93339，或掃描 QR Code 查看。 

 

二、 停車證費用(1 學期)：機車停車證 200 元、汽車停車證 2,000 元，每學期皆須上

網登記申請。 

三、 因本校汽車停車位有限，售完為止，如未於開放時間內上網登記申請，但有停

車需求的同學，可至進修部總務組登記候補。 

貳、 校外車輛停放宣導 

校外重點拖吊區域如下： 

(一) 民族校門口河堤紅磚道(紅線區)。 

(二) 鼎中路 142 巷(7-11 旁巷道)、559 巷(後門 ATM 旁巷道)、554.560 巷(後門對

面巷道)等巷道。 

※因管區員警常不定期巡邏開單，特此提醒同學切勿違停。 

參、 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注意 

尚未繳交或辦理就學貸款資料的同學，請務必於 9 月 3 日（五）前，至高雄銀行

完成對保作業後，將高雄銀行之撥款通知書及文藻校務資訊系統之就學貸款申請

表繳交至進修部總務組，未於期限內交回者，視同放棄辦理。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9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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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與輔導中心介紹】 

服務項目：雜誌圖書借閱、個別諮商晤談、班級輔導、心理測驗、心理衛生活動、學生

申訴、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申請、特殊教育資源。 

位置：行政大樓二樓，薪傳廣場樓上。 

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8:00 ～ 22:00 

 

新生生活適應測驗 

新生入學前學務導航活動時，中心安排新生生活適應測驗，該測驗可以幫助你了解自己

身心適應的狀態，及早關注壓力源，化壓力為助力。測驗包含生活、時間管理、生涯、

學習、家庭、人際、感情、情緒、精神、生理等十個向度的困擾，分數愈高表示困擾程

度愈高、身心適應愈差。 

同學可以到本中心網頁 https://d008.wzu.edu.tw/article/283576，依照說

明於 9/3(五)之前上線完成測驗，測驗後可立即收到測驗結果。請依照

您真實的狀態作答，這樣測驗結果才值得參考。登入測驗網站有任何

問題，請聯絡諮輔中心趙書賢老師，學校電話分機 2280，e-mail：

100288@mail.wzu.edu.tw。 

 
 

個別諮商晤談 

諮商與輔導中心提供個別晤談，任何關於生涯發展、人際關係、學習適

應、情緒狀態、家庭溝通、情感等議題，都可以來找輔導老師晤談。需

要個別晤談者請上線預約，預約網址： goo.gl/fYtdmQ。 

 

班級輔導 

由各班級依個別需求申請辦理，除學生常見的人際、生涯、學習、壓力調適等議題，因

特殊事件中心也會主動安排特定議題之班級輔導。負責老師：曾哲宏，分機 2273。 

 

心理測驗 

中心有各項興趣量表、人格測驗、情緒量表，需與輔導老師預約晤談後，經過評估採用

合適之心理測驗，做為了解自己的媒材。 

 

心理衛生活動 

各項心理衛生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小團體等，會透過週

報或副班長 line 群組轉知各位同學，若想搶先得知第一手資

訊，歡迎按讚追蹤諮輔中心 FB 及 IG 粉絲頁。 

 

https://d008.wzu.edu.tw/article/283576
mailto:100288@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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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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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規定，

向本校提起申訴。負責老師：周珊汶，分機 2282。 

 

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申請 

本校訂有「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受理申請對象包含懷孕、曾懷孕（墮

胎、流產或出養）、與育有子女之學生，需要協助之學生得依本要點提出申請。負責老

師：李康如，分機 2280。 

 

附設資源教室服務身心障礙學生 

資源教室的目的在協助大專院校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促進身心障礙學生

有關情緒、學習、社會及職業等之適應，提供適性教育，使其充分發展

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社會服務能力。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

歡迎與資源教室的輔導老師聯絡。位置：行政大樓一樓，化雨堂旁。連

絡電話：07-3426031 轉分機 2275、2276、2277。服務時間：週一至五 

8:00-17:00。 

 

 

安琪小站 

安琪小站以實物分享、休息靜心、情感交流為主要服務內容。有多位

修女、老師及學長姐擔任志工，提供各項生活疑難雜症的解憂良方，

另配合教會節期舉辦多元有趣手作課程，在校園營造家庭及團體的溫

馨氛圍。 

安琪小站位於安琪廣場旁(G111 室)，服務時間：週一至五 8:00-20:00，

邀請您隨時加入我們的分享及共融生活。負責老師：徐雅美修女，分

機 1058，其他相關訊息請查詢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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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暨兩岸合作處介紹】 

 
本處於民國 103 年 3 月 1 日將原本的「國際合作交流中心」（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 OIP）更名為「國際暨兩岸合作處」（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簡稱「國合處」（OICC）。下設「國際交流組」、「境外學生事務組」及「華

語中心」，共同推動本校國際合作交流事務。目前本校的姐妹校數共計 273 所，橫跨五

大洲及 40 個國家。 

【國際交流組】 

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業務，包括姐妹校學術交流締約、師生出訪或來訪交流、維繫及開發
合作夥伴、建置國際交流平台等。此外，專責出訪學生業務，包括交換生計畫、海外短
期研習等，另亦辦理教育部學海系列獎學金專案及其他國際交流計畫。 

【境外學生事務組】 

推動境外學生招生宣傳、獎助學金、來訪交換生、學位生輔導、各項跨文化交流活動。 

【華語中心】 

主要提供國際學生及外籍人士良好的華語學習環境，發展多元語言與文化課程、推動短

期來台華語遊學團、培訓精良華語師資、研發創意華語教材。 

 

 

 

 

 

 

 

【重點姐妹校】 

 美國 ：聖托馬斯大學、布納維斯塔大學、天普大學、維吉尼亞聯邦大學 

 英國：艾塞克大學(Essex) 、卡地夫大學、拉夫堡大學(系級)、諾丁漢大學-寧波分

校(系級)、伯明罕城市大學 

 中國大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 

 日本：關西大學、日本立教大學(院級)、日本千葉大學 

 法國：里爾大學(系級)、艾克斯馬賽第一大學、里昂第二大學、格勒諾柏阿爾卑

斯大學 

 比利時：新魯汶大學、布魯塞爾口筆譯高等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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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萊比錫大學、美茵茲大學、康斯坦茨應用科技大學 

 韓國：韓國天主教大學、釜山外國語大學 

 捷克：捷克克拉羅夫大學 

 匈牙利：布達佩斯大學 

 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 

 東南亞國家：馬來亞大學(全球前百大)、印尼加查馬達大學(印尼排名第一)、泰國

清邁大學、菲律賓前四強名校(德拉薩大學、馬尼拉雅典耀大學、聖托馬斯大學、

菲律賓大學) 

【雙聯學制】 

 德文系：德國康士坦茲應用科學大學、德國西薩克森茨維考應用科技大學、德國

慕尼黑應用語言大學 

 法文系：法國雷恩商學院 

 英文系：美國天普大學、英國坎布里亞大學、英國坎特伯雷大學、英國密德薩斯

大學、英國西英格蘭大學、英國艾薩克斯大學、法國雷恩商學院、印尼貝特拉基

督教大學 

 西文系：西班牙納瓦拉大學 

 日文系：日本高知縣立大学 

 國事系：法國盧米耶里昂第二大學、美國福特喜州立大學、英國艾薩克斯大學、

英國西英格蘭大學 

 外教系：美國福特喜州立大學 

 翻譯系：英國艾薩克斯大學 

【校級交換生常見問題】 

（一） 甄選 

1. 是否有交換學生的機會?如何申請? 

有的，交換生一年甄選兩次，通常上學期約在 7~8 月公告甄選簡章，而下學期

則約於 1~2 月公告，屆時請留意本組網頁。 

2. 不是該語系學生，可以至該語系國家研修嗎?  

只要符合基本申請資格以及申請學校之資格、語檢條件等規定即可報名該語
組。 
*需注意部分科目無法抵免，可能導致延期畢業，請於提出申請之前至所屬系
所確認有關交換生之課程抵免問題。 

3. 面試是用哪種語言 ? 

除了基本中、英文，面試主要依據所申請交換之語組應答，例如申請法語組則

以法語為主試語言；德語組以德語為主試語言；西語組以西語為主試語言；日

語組則以日語為主試語言。 

4. 交換生的申請資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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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制規定：二技三、四年級；四技二年級以上(含)之同學。若各交換學校

針對申請學制有特殊規定，則依其規定辦理。 

(2) 應屆畢業生或延修生可申請交換生，但出國當學期仍須具本校在學學籍。 

(3) 學業分數歷年總平均 70 分以上。 

(4) 操行分數歷年總平均 80 分以上，且在校期間不得有小過（含）以上之懲處

記錄。 

(5) 第二外語能力檢定：其他第二外語能力檢定則依各交換學校規定行之。 

5. 交換生申請流程： 

 

 

 

 

 

 

 

 

 

 

 

 

（二） 獎學金及學費 

1. 交換學生一定可領到獎學金嗎? 

否，須視獎學金申請情況。除領取學海惜珠及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的交換學生

外，每年國合處都會向教育部申請學海飛颺獎學金，依據該年度所申請學生的

人數、經費總額以及申請者的各項條件(如甄選成績、研修學校、研修國家、

研修時程等)審查決議獲獎名單及獲獎金額。 

然而，本校向教育部申請之每年度所獲補助額度不定，也或有可能未獲教育部

補助，故交換學生未必都能申請到之獎學金，或有可能其所獲獎學金額度不如

預期，更甚者未獲任何補助，以上各項情況皆有可能。 

2. 何時能確定所獲獎學金之金額核發時間? 

教育部每年 5 月底公布「學海飛颺」計畫獎學金核定結果後，國合處會召開校

內審查會議，並依據會議決議內容公告錄取生名單。學校於選送生出國前應核

撥第一次經費，約為教育部核定補助款之百分之八十。 

3. 交換學生需要繳交本校學費或研修學校的學費嗎? 

凡具交換生身分者，皆需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以保留學籍，且免繳海外研修學

校學費，但部分學校於簽訂交換生計畫時，已載明是修習該校語言中心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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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另外繳交當地課程費用，詳情請見當年度公告簡章之各校互惠條件及注意

事項。 

（三） 出國前準備 

1. 錄取後，須辦什麼手續? 

(1) 於規定之時間內繳交「交換意願切結書」。 

(2) 由各學系之國際交流老師及國合處協助進行交換學校之入學申請。 

(3) 取得交換學校之入學許可後，即可申請簽證及預訂機票。 

(4) 準備欲於研修學校選修的課程資料與系上討論學分抵免相關問題。 

(5) 如獲得學校核發之獎學金者，須繳交「行政契約書」及填寫獎學金之印領

清冊。 

(6) 參加交換學生行前說明會。 

(7) 最遲於出國前完成繳交「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交換學生行前程序單」，未如期

完成即出國研修者視同未辦妥出國手續，本處得視情節嚴重性做適當懲

處，或追回獎助學金。 

2. 研修學校會安排接機嗎? 

不一定。接機可能有以下 3 種情況： 

(1) 若該校有提供，將會於寄發各位入學相關通知時詢問並請學生於期限內提

出申請並提供班機資訊。 

(2) 有提供機場或車站至學校的接駁車，需事先預約，且有固定班次，如抵達

時間已無接駁車，仍須自行搭其他交通工具到校報到。 

(3) 有提供，但需自行付費申請。可能學校派車，或需自行與接駁車或巴士公

司預約，並於搭車時付清車資。 

3. 學校會幫忙辦簽證及訂機票嗎? 

否。因考量各校入學許可寄達時間、簽證辦理期程、個人準備進度不一，建議

務必依個人所申請學校建議之時程即早準備。基本上，國合處同仁以及各系的

國合處老師會從旁提供必要協助，但同學要主動自行積極進行相關手續。 

(1) 錄取後所有出國相關作業皆由學生親自辦理。 

(2) 簽證事項可至該國駐台辦事處網站查詢，訂機票可請旅行社代辦。 

(3) 若有任何準備上之疑問，可隨時詢問本處或各系協助之國際交流老師。 

4. 於研修學校可修什麼課程? 

視各校規定。基本上很多學校所開的課程都可以讓交換學生自由修習(不分年

級、科系)，但學校還是會視學生之語言能力及修課狀況來規定其所修的課程

或學分數。有學校專門針對國際學生開設課程讓交換學生選修；也有學校會考

量交換學生語言條件上的限制，規定其只能選修某些科系(院)所開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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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姊妹校是透過某系(院)和本校交流，因此本校學生只能修該系(院)

的課程。 

5. 於研修學校所選之課程是否都可抵免? 

否。國際學生學分抵免相關規定建議請參考法規：https://reurl.cc/N61eOe 

註：學分抵免由學生所屬之系(所)依系(所)依「課程領域、課程名稱、授課內

容、學分數/上課時數」等為原則自行認定之。 

（四） 其他 

1. 交換生之權利及義務為何? 

(1) 務必依國合處之規定繳交抵達國外報到單、返國報告書及返國資料。 

(2) 務必參加行前說明會及心得發表會。 

(3) 務必擔任國際學生學伴或其他志願服務工作。 

(4) 務必協助校內交換生宣傳之相關作業。 

【其他交換機會】 

 ACUCA 交換生計畫 (★有獎學金)：每學期選派 2 位。 

日本上智大學、日本關西學院大學、青山學院大學、韓國西江大學、韓國崇實大

學 

 UMAP 交換生計畫(★有獎學金)：每學期選派 2 位。 

日本新潟大學、韓國漢陽大學 

 以上聯盟交換計畫比照校級交換生甄選流程。 

 教育部計畫-韓國語獎學金計畫、俄羅斯語獎學金、波蘭語獎學金(由教育部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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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問卷填寫操作說明】 

親愛的同學您好：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歡迎您！為讓您在文藻的學習更加順利並充滿樂趣，中心

於 Dr. E-Learning 平台特別提供兩份線上學習問卷調查：學習策略及學習風格，協助您

在開始一個新的學習階段前，了解您在學習上的優缺點，繼而能做好下個學習階段的準

備。主修法德西日語同學，請至該主修平台完成註冊；其餘英語及非語言主修同學，請

至英語診斷平台完成註冊。註冊步驟請依照下方說明及圖示進入中心網站註冊並完成問

卷填寫。如您對於中心網站註冊及問卷填寫有任何疑問，歡迎電洽（07）3426031 分機

7402-7406，或親洽文藻英/外診中心（露德樓 3F）。敬祝  

平安順利！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 

 

 

英/外診中心註冊及問卷填寫步驟 

 

步驟 1：進入文藻首頁 www.wzu.edu.tw，從快速連結中，點選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

心 

 

步驟 2：進入英/外診中心網頁後，從重要連結區中，點選 Dr. E-learning 預約/報名系統 

  
 

 

步驟 3：選擇英語/主修語言診斷平台，輸入帳號（學號）/密碼（與校務系統相同）登

入系統 

 
 

登入帳號為：學號 

密碼為：與校務系統相同 

預設密碼為：身份證字號（第一個英文字母大

寫） 

http://www.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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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選填來訪中心的目的及你如何得知本中心，完成後按確認後註冊 

 

 

 

 

 

 

 

 

 

 

 

 

步驟 5：請點開填寫學習風格問卷以及填寫學習策略問卷（兩份問卷皆必須填寫） 

 

 

 

 

 

 

步驟 6：請了解問卷填寫的說明後，點選我己詳細閱讀，然後按開始作答 

 
 

步驟 7：填答完畢後，請點選送出答案 

 

 

步驟 8：兩份問卷皆填寫完畢後，請點選確認後修改，才算完成問卷填寫存檔 

 

 

※如要確認是否已完成兩份問卷的填寫，請見歷年學習策略問卷/學習風格問卷處（請

參考上圖），是否有出現填寫的時間及問卷分析。如有，即表示已成功完成兩份問卷填

寫。 

 

另外，本中心已在中心首頁放置不同英/外語的線上學習資源供同學們瀏覽(例如:自學軟

體專區 https://c01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學習資源/自學軟體專區列表.pdf )，其他

課程相關資訊將於開學後公告，歡迎同學們多加利用。

Email 請填寫學校 Email。學校個人

Email 組成方式如下: 

學號@st 學年度.wzu.edu.tw  

(例如：1109000001@st109.wzu.edu.tw； 

1108000001@st108.wzu.edu.tw ) 

※ 備註: 

學號處請自行替換為您的學號 

學年度請自行替換為入學該學年度 

https://c01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學習資源/自學軟體專區列表.pdf
mailto:學號@st學年度.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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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介紹】 

文藻圖書館具備多元化與多語種的館藏，提供現代化的設備，融合古典與科技感的空

間，營造優質的國際化環境，以及建有內容詳盡且同步更新的雙語網站。在校園的學習

生涯中，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源、空間與設備適合你的學習，也兼備了休閒的需求，歡迎

你來蒞臨體驗，精彩你的校園生活！ 

一、 線上的圖書館 

（一） 網站：提供完整的服務與資源。網址：https://lib.wzu.edu.tw 

 

 

 

 

 

 

 

 

 

 

 

 

（二） 手機 APP：即時的行動服務與入館電子借閱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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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LINE 群組：新知通報與借閱通知即時提醒，不漏接。 

 

 

 

 

 

 

 

 

 

 

 

 

 

（四） 其他更多圖書館社群媒體，歡迎參閱圖書館網站首頁。 

（五） 電子資源：豐富的學習、研究與休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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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體驗區的設施與設備 自助借還書機 

二、 實體的圖書館 

（一） 多語種圖書、多媒體視聽館藏 

（二） 適合個人或小組討論的空間 

（三） 融合新興科技的設施與服務 

 

 

（四） 知性精彩的服務與活動 

 

 

 

 

 

三、 聯絡我們： 

（一） 實地走進圖書館：記得攜帶學生證或手機以 APP 電子借閱證刷卡入館 

（二） 遠端服務： 07-3426031 分機 2751 

           library@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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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介紹】 

一、 中心簡介： 

    體育教學中心秉持敬天愛人之校訓，學習尊重生命，建立正確健康促進智能，培養

個人運動能力，建立終身運動習慣，透過體育活動的參與，學習運動家不驕不餒永不放

棄的運動精神，完備身、心、靈全人教育之宗旨。另結合外語專業訓練，密切與國際賽

會接軌，增加國際體育事務之經驗，進而培育優質國際體育事務管理與服務人才，積極

培養同學第二專長。 

二、 主要業務： 

（一） 負責全校體育教學課程及適應體育課程。 

（二） 辦理各項全校性體育競賽活動。 

（三） 組訓運動代表隊(運動代表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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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運動場館借用及運動器材維護與管理。 

三、 課程規劃： 

開設選修運動技能及體育知能課程，目前有開設之課程有：桌球、羽球、籃球、

網球、有氧舞蹈、體適能瑜伽、運動養生等。 

四、 文藻運動場館設施： 

（一） 室內運動設施： 

1. 文藻室內運動場主要以育美體育館為主，育美體育館於 95 學年度正式落成啟

用，是目前本校體育教學及師生運動主要場所。 

2. 場館樓層分地上 5 樓及地下 2 樓，地下 2 樓為停車場，地下 1 樓主要有器材

管理室、健身房、桌球教室及多功能體適能諮詢室，1 樓為排羽球場，2 樓、

4 樓是室內跑道，長度 100 公尺，師生課餘常利用此跑道做為快走或慢跑空

間，3 樓為籃球場，是籃球課程上課場地。 

3. 近年文藻積極爭取大專籃球聯賽，特別在 107 年 8 月將籃球場重新規劃整建

為楓木木質地板，並於 107 年 9 月正式啟用，育美館 5 樓則是網球場，提供

網球教學及師生網球社團使用，場地使用規定請參閱各場地公告及體育教學

中心網頁。 

（二） 室外運動設施： 

1. 室外運動設施主要有 200m 跑道操場 1 座以及室外排球場地 3 面。 

2. 操場跑道為 6 道 PU 材質跑道，操場旁有跳遠場地，操場中間草坪則可用做

足球場地，室外排球場則是提供教學課程及學生社團使用。 

（三） 育美體育館開閉館時間： 

1. 學期間：星期一至五 08:00-21:50，星期六 09:00-18:20，星期日及國定假日休

館。 

2. 寒暑假：星期一至五 09:00-17:50，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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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美體育館體育興趣選項上課地點一覽表 

 

  
桌球課：育美體育館 B1 桌球教室 羽球課：育美體育館 1F 羽球場 

  
籃球課：育美體育館 3F 籃球場 

 

有氧舞蹈/體適能瑜伽：育美體育館 1

樓 韻律教室 

 
網球課：育美體育館 5F 網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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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進修部夜間整潔維護須知 

 

一、教室： 

(一) 下課後，帶走教室的垃圾，桌面不可放置瓶罐之類的物品。 

(二) 放學後，椅子應靠攏，教室內不可留置任何物品，確實將設備及電源關閉，以

免妨礙學生之上課權益。 

(三) 請服務股長安排值日生，於每日課後檢查該班使用教室之整潔情形。 

二、廁所： 

(一) 使用廁所時請維護馬桶周圍乾淨勿潮濕，尊重下位使用者。 

(二) 如廁後衛生紙直接丟入馬桶隨水沖。 

(三) 請維護廁所地板乾淨勿潮濕，以免滑倒。 

三、公共區域： 

(一) 整體環境需整齊清潔，勿亂丟垃圾或紙屑。 

(二) 確實做好各項垃圾分類。 

(三) 維持各樓迴廊之整潔，如有飲料不慎翻倒時，請利用各樓的整潔工具，協助清

潔以維持環境整潔避免同學跌倒。 

(四) 使用視廳教室及電腦教室時勿將飲料帶進教室，課後需確實將教室外圍之垃圾

帶走。 

 

垃圾分類之分類方式說明： 

(一)一般垃圾 

(二)資源回收物 

1. 鐵罐：喝完後才可丟棄。 

2. 鋁罐：喝完並壓扁後才可丟棄。 

3. 寶特瓶：瓶蓋取下，瓶身壓扁。 

4. 鋁箔包：吸管及吸管套要取下，並壓扁。 

5. 塑膠類：塑膠製品要清除後才可丟棄，塑膠袋為一般垃圾(盡量重複使用)。 

6. 紙類：含紙箱、報章雜誌、廢紙......等紙製品。 

7. 紙餐盒：菜餚清除後，再擦拭、重疊。牛奶盒(新鮮屋)要喝完、壓扁後才可回收；

純喫茶等隸屬於此分類。 

8. 廢乾電池：丟入萊爾富便利商店之回收桶。 

 

回收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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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活動項目 參加班級 地點 備註

預備
8/25(三)-

8/27(五)
新生導航研習 新生各班 化雨堂 學務組/教務組

預備 9/9(四)
全體導師研習會議暨進修部期

初導師會議

(1)上午全體導師研習會議。

(2)15:30進修部期初導師會議

1.國璽會議廳

2.Z1205
各班導師

9/13(一) 110學年度開學典禮
新生全體參加(18:30~19:10)

19:25（第12節）全校上課
化雨堂 18:20準時就位

導師時間 新生各班 各教室 學務組主辦

1.民主法治教育講座

2.品德教育
四技2年級各班 化雨堂 學務組主辦

二 9/23(四) 迎新演唱會 進修部新生，餘年級須索票入場 化雨堂 學務組/學生會

防震災疏散演練 全校進修部各班級 各班教室、操場 學務組/總務組

學生會招募說明會 四技1年級、二技3年級各班 化雨堂 學務組/學生會

提升日文能力專題講座

1.四技1年級及二技3年級須參加學生會

招募說明會（欲參加日文講座者請以

公假辦理）

2.餘年級自由報名參加

Q001教室 教務組主辦

四 10/7(四) 職涯講座 四技4年級各班、二技4年級各班 化雨堂 學務組主辦

五 10/14(四)
1.賃居安全暨法律講座

2.生命教育講座
全體新生 化雨堂 學務組/諮輔中心

六 10/21(四) 提升外語能力專題講座 自由報名參加 Q307教室 教務組主辦

七 10/28(四) 新生祈福禮 全體新生 化雨堂 吳甦樂教育中心主辦

八 11/4(四) 與校長（副校長）有約

1.領獎學生

2.提問班級須派代表參加

3.各班採自由報名參加，但以不超過5

人為限

W211文園會議室 學務組主辦

九 11/11(四)

提升英文能力專題講座 自由報名參加 線上講座 教務組主辦

十一 11/25(四) 畢業班時間（發學士服） 二技及四技4年級各班 化雨堂 學務組/畢聯會

1.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2.急救安全講座
四技3年級各班 化雨堂 諮輔中心/衛保組

提升英文能力專題講座

1.四技3年級須參加性別平等教育及急

救安全講座（欲參加英文講座者請以

公假辦理）

2.餘年級自由報名參加

Q307教室 教務組主辦

12/9(四) 畢業班團體照拍攝 二技及四技4年級各班 化雨堂 學務組/畢聯會

12/11(六) 慈善義賣園遊會 全體參加各班依表訂時間點名 文園1樓 12/13(一)補假

十四 12/16(四) 班級幹部訓練

新生班級全體幹部(不含副股長)；2~4

年級班長.副班長(2位).學藝.服務5位參

加。

W211文園會議室 學務組主辦

十五 12/23(四) 聖誕系列活動 四技2年級各班 化雨堂 吳甦樂教育中心主辦

十六 12/30(四)

十七 1/6(四) 期末導師會議 各班導師(17:10~18:00) A313國際會議廳 學務組主辦

十八 1/13(四) 期末考週（1/10~1/15）

期中考週（11/8~11/13）

十三

一

9/16(四)

各班自行運用

十 11/18(四)

線上同步教學週，不進校園（11/14~11/20）

三 9/30(四)

十二 12/2(四)

 

 

 

 

文藻外語大學進修部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週會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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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10 學年度學生會幹部 

指 導 老 師 蕭龍生組長 

學生會主席 進四技日文四 A 黃玥湞 

學生會副主席 進四技觀光會展二 潘文揚 

公關組組長 進四技日文四 A 劉芊妏 

文書組組長 進四技英文三 B 陳郁彬 

財務組組長 進四技英文三 C 秦佳珍 

英文系、國商英學程 

系學會會長 
進四技國商英四 吳瑩柔 

英文系、國商英學程 

系學會副會長 
進四技英文二 B 郭元裕 

法德西文系、國企管系、 

觀光會展學程系學會會長 
進四技法文三 陳琪蓉 

日文系學會會長 進四技日文四 B 黃伝辛 

日文系學會副會長 進四技日文三 A 吳芸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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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10 學年度學生議會名單 

職 稱 系 別 班 級 姓 名 

學生議長 日文系 PJ4A 林易霆 

學生副議長 西文系 PS2 王妤萱 

議會秘書 英文系 PE2C 張簡妙靜 

學生議員 英文系 NE4A 吳權思 

學生議員 英文系 NE4B 邱顯仁 

學生議員 英文系 PE2A 陳力群 

學生議員 英文系 PE2C 張簡妙靜 

學生議員 英文系 PE2B 藍歆如 

學生議員 英文系 PE3C 謝仁傑 

學生議員 日文系 PJ2A 林倢筠 

學生議員 國際企業管理系 PN4 周姵佳 

學生議員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PB3 周子明 

學生議員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

士學位學程 
PT3 洪訢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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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10學年度班級導師及新生導航輔導員名單 

 

輔 導 班 級 班 級 導 師 
 輔 導 員 名 單 

班級 姓名 

二技英文系 A 班 

NE3A 

陳立言 老師 

PF4 郭忠裕 

PJ3A 孫維均 

PE4C 高銘志 

PE3B 陳郁彬 

四技英文系 A 班 

PE1A 
袁長瑞 老師 

PE4A 吳宥林 

UJ3D 江羽媜 

PB4 吳瑩柔 

四技英文系 B 班 

PE1B 

葉青峯 老師 

PG4 吳心渟 

PE4C 魏吉得 

PJ4A 劉芊妏 

四技日文系 A 班 

PJ1A 

吳保霖 老師 

PB2 潘文揚 

PJ3A 吳芸萱 

校友顧問 劉唯 

四技日文系 B 班 

PJ1B 

黃建豪 老師 

PJ4B 謝雅傑 

PE2B 郭元裕 

PJ4A 黃玥湞 

四技國企管系 

PN1 

郭美惠 老師 
校友顧問 盧冠宇 

校友顧問 陳秉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