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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入學重要資訊 

項目/學制 辦理期限 
承辦單位/  
辦理地點 

洽詢 
分機 

新生自傳登錄 111/8/1(一) - 111/9/30(五) 生活輔導組 2214 

就學減免優待 111/8/1(一) - 111/8/19(五) 生活輔導組 2212 

就學貸款 111/8/1(一) - 111/8/19(五) 生活輔導組 2212 

弱勢助學金 
111/9/12(一) - 111/10/5(三)  

(不含碩專班) 
生活輔導組 2213 

生活助學金 
111/8/1(一) - 111/9/5(一) 

(不含碩專班) 
生活輔導組 2213 

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111/9/12(一) - 111/10/5(三) 

(不含碩專班) 
生活輔導組 2213 

緊急紓困助學金 依狀況隨時提出申請(親洽) 生活輔導組 2214 

勞作教育中隊長    

助學金 
開學後一個月內(親洽) 生活輔導組 2216 

學雜費緩繳 開學第 3週前親洽 生活輔導組 2212 

校外獎助學金 
申請時間依獎助學金提供單位 

(不含碩專班) 
生活輔導組 2216 

學生搭乘專車意願   

調查 

111/8/5(五) - 111/9/4（日)        

加入 QR-Code 調查 
軍訓室 2407 

兵役緩徵(限男生) 111/9/19(一) 寄交至軍訓室 軍訓室 2405 

學生居住基本資料 111/9/19(一)前完成 軍訓室 2406 

健康檢查 
請於通訊註冊前完成，111 年 9 月 12 日開學

當日繳交 
衛保組 2243 

學生平安保險加、退保 申請期限:開學後 1個月內完成辦理 衛保組 2245 

※本表日期如有變更，以本校網頁 http://www.wzu.edu.tw/及相關公告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寒暑假上班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 12:00，下午 1:10 – 4:30。 
※本校總機：07-3426031   學務處傳真：07-3474102。 

http://www.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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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務資訊系統填報 

請新生自 111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3 日前至【校務資訊系統】填報調查資料，填報項目及系

統填報方式說明如下： 

 

一、 填報項目 

項

次 
項目名稱 

填報 

對象 

系統填報 

位置 

印出 

表單 

繳交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分機 

文藻總機: 

07-3426031 

1 
學生居住狀況  

調查登錄 
全體 

學生居住狀況

調查登錄 
無 

111.9.19(一)前

完成登錄 
軍訓室 

2406 

2 
學生自傳分項 

調查 
全體 

新生資料 

調查作業 

無 
111.8.1(一)至

111.9.30(五) 
生活輔導組 

2214 

3 男生兵役調查 男生 需列印 
111.9.19(一)前

寄交軍訓室 
軍訓室 

2405 

4 
健康事件調查/ 

健康事件通知單 
全體 需列印 

111.9.12(一) 

開學當日/ 

衛生保健組 

衛生保健組 

2243 

5 
體育運動技能  

調查 
全體 無 - 

體育教學 

中心 7602 

 

二、 系統填報路徑： 

步驟一：網址：http://www.wzu.edu.tw，點選右上方【資訊服務入口網】 

 

http://www.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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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輸入帳號（學號）、密碼 

 

 

 

步驟三：點選【校務資訊系統（學生）】登錄學務登錄作業新生資料調查作業或學生

居住狀況調查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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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登錄【學生居住狀況調查登錄】，注意事項如下: 

一、 新生請於 111 年 9 月 19 日前登錄完畢，往後每學期期初，均應上網填寫、更新個人

住宿最新狀況，俾利緊急事故時，學生能獲得即時協助，確保個人安全。 

二、 居所概分家裡、學校宿舍及校外賃居，定義如下： 

（一） 家裡：居住戶籍地，或與父母親、親兄弟姊妹同住者。 

（二） 學校宿舍：住宿學生宿舍者。 

（三） 校外賃居：非上述二種情形，不論住親戚、朋友、同學、長輩或一般租賃     

關係，均謂校外賃居。 

三、 請務必確實填寫、更新資料，點選確認送出方算完成登錄。相關資訊請洽軍訓室    

業務承辦人鄧宛青校安，07-3426031 轉 2406。 

 

  登錄【新生資料調查作業】：依序點選登錄項目之【登錄】按鍵填報。 

 
 

 

 

步驟五：完成登錄後，請列印「健康事件通知單」及「男生兵役資料（僅男生須列印）」，

列印方式為電腦滑鼠點選右鍵，選擇列印後即可，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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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兵役資料」 

 

一、 填寫「男生兵役調查」並印出「男生兵役資料」，請貼妥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並依各身分別檢附各項資料於註冊時繳交，列印方式及檢附資料說明如下： 

 

 

身分別 需檢附資料 

役畢（含義務役、替代役、      

國民兵、補充兵） 

需繳交退伍令、國民兵、補充兵證明書正反面   

影本俾便辦理儘後召集。 

免役學生 繳交免役證明書影本乙份。 

 

二、 役男在學就讀期間，戶籍地址如有異動，務必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變更手續，並   

請至軍訓室告知兵役業務承辦人。 

三、 如欲參加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請於每年 10 月起，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

區公所提出詢問及申請（實際日期及員額以內政部公告為準）。 

四、 上述需繳交之資料，請於 8 月 30 日前繳交（寄）至軍訓室。相關資訊請洽軍訓室

兵役業務承辦人李兆瑞校安，07-3426031 轉 2405。 

 

 

 

■「健康事件通知單」 

一、 填寫「健康事件調查」後須印出「健康事件通知單」並由家長/監護人簽名，於        

9 月 12 日開學當日繳交，列印方式為電腦滑鼠點選右鍵，選擇列印後即可。 

二、 相關資訊請洽衛生保健組業務承辦人王品雅護理師，07-3426031 轉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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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助學重要資訊   

學務入學大小事-就學獎、補助措施項目與資源 

 

肆、注意事項及學生操行（勤缺、獎懲）重要規定 

一、 點名制度：本校嚴格執行課程及重要集會點名，缺課影響學習成效及操行成績，請同

學確實到課。 

二、 請假規範： 

(一) 請假說明：學生未到課須依規定於 1 週內（含假日）完成線上請假，請勿等到      

網路上出現曠課記錄才請假，遲到、曠課影響操行成績扣分，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依學生獎懲辦法處理。缺曠被誤記應於 2 週內（含假日）提出線上更正申請，      

逾期無法受理。 

(二) 線上請假及缺曠更正作業 

1. 網路請假作業申請路徑：校務資訊系統→選擇「申請」→「學生網路請假作業」。 

2. 學生缺曠更正單申請作業：校務資訊系統→選擇「申請」→「學務申請作業」 

→學生缺曠更正單申請。 

(三) 考試週(共同考試)規範：本校期中、期末考週，由教務處所安排之共同考試，     

一律無法申請事假。急病者應於考試當節開始 20 分鐘內，以電話通知教務處     

課務組(分機 2121~2124)。到校後請立即至教務處課務組填寫「期中/期末考試    

請假單」，辦妥請假手續。 

◎共同考試是指四技部共同英文課程筆試部份及專科部 1~3年級所有考試科目 

(四) 請假所附證明，如發現不實將按情節輕重依校規處分。 

三、 違規銷過：學生在校期間，凡本校學生違反校規未達大過之處分且深具悔意者，得依

違規銷過要點向生活輔導組提出銷過申請，完成銷過後得註銷其懲處記錄，但不得   

要求更改當學期操行成績。 

四、 定期查閱學校所提供之電子信箱：學校重要訊息會以網路公告，個人缺曠、請假及    

獎懲紀錄皆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提醒同學務必隨時至校務資訊系統查詢相關資訊，

並按時收取電子郵件通知。經電子郵件通知之缺曠與請假記錄有疑問者，應於接獲   

通知後 1週內至生活輔導組查詢或申請更正。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6k7RfggKOhmdc4jJw5yGSxsTDIyU2I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6k7RfggKOhmdc4jJw5yGSxsTDIyU2IM/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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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新生專區 

伍、其他重要資訊 

(一) 學務處事務處的資源 

 

 

 

 

 

 

 

 

 

 

 

 

 

(二) 安琪小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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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話 07-3426031    

轉分機 1058，負責人-雅美修女，邀請您隨時加入我們的分享及共融   

生活。其他相關訊息請查詢 QR code。   

                                                           

(三) 身心障礙學生特教資源  

諮商與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簡稱資源教室）為專責單位，協助   

對象為本校在籍學生，並領有有效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者。為使其順利就學適應，  

訂定特殊教育方案，在校期間提供學習輔導、生活輔導、支持協助

及諮詢服務等，使其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社會

服務能力。 

資源教室位於行政大樓一樓（A125 室），連絡電話 07-3426031 轉分機 2275、

2276、2277，如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請主動與資源教室聯絡。其他相關訊息    

請查詢 QR code。 

熱
愛
生
命 

樂
於
溝
通 

服
務
領
導 

LIFE 

校園安全 (軍訓室) https://c012.wzu.edu.tw/ 

衛生保健 (衛生保健組) https://d007.wzu.edu.tw/ 

導師陪伴 (生活輔導組) https://d005.wzu.edu.tw 

心理諮商 (諮商與輔導中心)https://d008.wzu.edu.tw/ 

海內外實習 (生涯發展中心)https://d009.wzu.edu.tw  

LEADERSHIP 

社團活動 (課外活動指導組)https://d006.wzu.edu.tw/  

原住民學生輔導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https://d029.wzu.edu.tw/  

安琪小站網站 

LANGUAGE 

學
生
事
務
處
的
資
源 

https://c012.wzu.edu.tw/
https://d007.wzu.edu.tw/
https://d005.wzu.edu.tw/
https://d008.wzu.edu.tw/
https://d009.wzu.edu.tw/
https://d006.wzu.edu.tw/
https://d029.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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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簡稱「原資中心」）專為關懷原住民

學生生活及輔導所設立，也是文藻全體師生認識原住民族文化之  

平台，就像是縮小版的部落聚會所，提供學生交流、學習及休憩

的地方，每學期辦理原民會大專獎助學金以及舉辦原民文化相關   

講座、活動及課業輔導課程，歡迎同學們善用原資中心網站，    

查詢活動消息及獎助學金相關資訊，QR code 如下。 

 

(五) 租屋資訊及租屋媒合 

1. 本校設置之「文藻雲端租屋生活網」內有合格房東房屋出租資訊，網址為

https://house.nfu.edu.tw/WENZAO（僅能用 Google 瀏覽器 IE瀏覽器無法   使

用）或至軍訓室頁面右側「文藻雲端租屋生活網」逕行連結。 

2. 相關資訊請洽軍訓室業務承辦人鄧宛青校安，07-3426031轉 2406。 

 

(六) 機車、腳踏車停車證 

如欲申請機車或腳踏車之停車證，請於開學後依總務處事務組公告之時間及方

式統一辦理。辦理機車停車證須同時繳驗駕照與行照（請總務股長收齊證件後向軍

訓室承辦人高廷珩校安統一辦理驗證），凡未按規定驗照或資格不符，不得在停車

棚內停放車輛。 

111 學年度校內機踏車停車證收費標準為：機車證每學期 200 元，腳踏車證免費。

如尚有任何停車證販售問題，可電洽總務處：07-3426031 轉 2513。 

 

 原資中心網

站 

https://house.nfu.edu.tw/WENZAO
http://house.nfu.edu.tw/WTUC(僅能用Google瀏覽器
http://house.nfu.edu.tw/WTUC(僅能用Google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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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健康檢查 

檢查

目的 

依據教育部「學校衛生法第八條第二項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規定，各校

每年新生入學需健康檢查以瞭解其身心狀況，做為輔導之依據。  

時間

地點 
請於通訊註冊前完成健康檢查。 

檢查

費用 

本校委託特約健檢醫院為佑康健檢中心，學生體檢每人470元、勞工體檢每人

650元（公立醫院收費約900元），同學可自行擇一體檢，連絡電話07-3215358，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8號5樓。 

檢查

內容 

1. 一般檢查--身高、體重、脈搏、血壓、視力、辨色力、聽力、口腔及理學

檢查。 

2. 尿液檢查--尿蛋白、尿糖、潛血及酸檢值ｐｈ。 

3. Ｘ光檢查--胸部Ｘ光大片。 

4. 血液檢查--肝功能（SGPT 、SGOT）、血尿素氮（BUN）、肌酸酐（CRE）、

尿酸（UA）、總膽固醇（T-CHOL）、三酸甘油脂（TG）、全血液常規（WBC、

RBC、PLT、HCT、HB、MCV）、B型肝炎檢查（HBsAg、Anti-HBs）。 

備 註 

1. 依據教育部頒佈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規定，新生及轉學生於入學時須作

健康檢查並繳交健康檢查資料卡，故未完成新生健康檢查或檢驗項目有  

缺項者，將視同未完成本校註冊程序論處。 

2. 健檢方式可選擇自行前往公私立醫療院所、本校委託特約健檢醫院進行  

檢查或參加校內安排之健康檢查活動，若身體有任何特殊疾病或異常者，

務請據實填寫，以利在校生活及教學之協助與輔導。 

3. 若選擇自行前往公私立醫院檢查者，請先行至網頁〈衛生保健組/新生健檢〉

下載健康資料卡，攜帶健康資料卡至醫院進行體檢，並將體檢報告單正本

於開學後二週內送至衛生保健組，逾期未繳回者，將依本校獎懲辦法辦理。

（事先已做完體檢者，本校接受之有效體檢報告為開學當日往前推算 6 個

月內）。 

4. 若持員工健檢報告、兵役報告等其他健康檢查報告者，健檢日期需為 111

年 3 月 1 日（含）以後，且體檢報告書必須具有健檢單位之關防與判讀      

醫生之蓋章或簽名（合格之醫療院所，非檢驗所），並符合教育部要求之

檢查項目；若檢驗項目有不符合或缺項者，需再自行至醫院或本校特約   

健檢醫療院所「佑康健診中心」完成體檢或補檢。 

5. 因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法規規定，

新進員工（含工讀生）應於僱用時完成體格檢查，故同學可於新生入學時，

選擇本校特約健檢醫療院所提供優惠價之勞工體檢，以便校內工讀備查。 

6. 檢查當天請穿著舒適寬鬆衣服，需空腹至少 6-8 小時，檢查前兩天請勿    

熬夜、喝酒及劇烈運動，以免影響檢驗結果。如有懷孕或遇生理期，檢查

前請先告知工作人員。 

7. 健檢報告完成時間，約須 10 個工作天；另若需保留「健康檢查表」的檢驗

結果資料請繳交前先自行先影印留存。 

8. 如有若有任何健檢疑問，請洽衛生保健組業務承辦人王品雅護理師，

07-3426031 轉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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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一、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係由全國學生共同參與，集合大眾力量幫助不幸遭受疾病或意外事故

的學生，發揮自助互助之精神。 

二、 教育部為鼓勵學生投保，每年補助具學籍之學生 100 元，是以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實為   

學生之福利與權利。 

三、 每位學生應繳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開學後逾期未繳者視同放棄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如遇有疾病或事故時將不得申請理賠。 

四、 休學生與延修生於持續休學與延修期間可參加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未參加者權益因而  

受損，請自行負責，欲投保者，務必於休學期第一學期（如為學期中休學者，則於       

次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至本校衛生保健組領取繳費憑單，逾期未繳費者以不參加

論，如權益因而受損，請自行負責。 

五、 相關資訊請洽衛生保健組承辦人蔡佳紋護理師，07-3426031 轉 2245 

 

(九) 大專院校學生心理健康關懷量表 

    「大專校院學生心理健康關懷量表」的施測目的乃在於幫助同學了解自己近期的心理健

康與生活適應狀態，測驗後可立即收到測驗結果。請依照你目前真實的狀態作答，這樣測驗

結果才值得參考。新生若對於自我身心狀態有興趣請依照網站說明，依照說明進行線上測

驗。https://d008.wzu.edu.tw/article/283576，登入測驗網站有任何問題，請聯絡趙書賢老師，

e-mail：100288@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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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008.wzu.edu.tw/article/485867。諮商與輔導中心位置：行政大樓二樓。 

 

 

(十) 學生職涯輔導及時光藻堂（W-Portfolio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本校生涯發展中心舉辦生涯講座及提供職涯諮詢服務，協助同學探索職業興趣，訂定   

生涯目標；與各系所合作，安排學生赴企業實習與參訪、職場體驗活動，做好職能準備，      

培養就業力；結合產官學界資源與服務，提供就業資訊，幫助學生找到適性適才的職業，     

發揮所長。另設有「時光藻堂」（W-Portfolio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協助學生記錄其文藻生涯

的歷程，建構學生從學習生涯到職涯的學習系統。 

時光藻堂（W-Portfolio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WHAT 這是做什麼的呢? 

各位也許習慣使用各種社群軟體記錄你的生活樣貌，然而有一件事是只有 W-Portfolio  

能做到!忠實地記錄你在文藻期間的成長軌跡。而且 W-Portfolio 可以幫助同學管理個人學習

歷程資料，並運用這個系統來反思學習狀況，與同儕互相切磋。 

https://d008.wzu.edu.tw/article/283576
mailto:100288@mail.wzu.edu.tw
https://d008.wzu.edu.tw/article/48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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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在校學習時，同學相關歷程資料均會自動匯入系統中包含：修課紀錄、獎懲紀錄、班級    

幹部、獎(助)學金紀錄、語言檢定、校外實習、專業證照、 社團幹部、社團活動、校內活動

參與及競賽等。同學也可自行輸入校外參加的競賽及活動資料。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平時的資料累積，也許在日後實習或找工作時，便可以從系統中彙整，不用在需要證明資料

時面對找不到的窘境，進而建立一份資料完整的求職履歷。  

只要經過系統認證的資料，都會蓋上一個認證圖章（如右圖）。 

同學只需要列印下來，可免省去申請參加活動證明的麻煩。而認證圖的部分，需對應該場    

活動舉辦的單位申請認證。 

 

HOW 如何操作呢? 

1. 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網站-「時光藻堂 W-Portfolio」:下載時光藻堂 W-Portfolio 操作

手冊。  

2. 可於學期間報名生涯發展中心舉辦的系統操作講習課程（報名訊息將公告在生涯發展   

中心首頁）。 

3. 導師以班級為單位向生涯發展中心申請入班宣導。 

 

START NOW 怎麼開始呢? 

登錄這個系統（https://web3.wzu.edu.tw/sa75_2004/index.php?c=login&act=login），進入開始

學習歷程檔案，建置個人基本資料。從此讓 W-Portfolio 成為你的同窗好友! 

 

(十一)   服務學習 

一、 為培養學生熱愛生命、樂於溝通、具基督服務領導精神之價值觀，以達到本校「敬天    

愛人」校訓之目標，將全球吳甦樂共同標記“我樂於服務”(Serviam)納為本校全人教育    

之一環，鼓勵學生參加志工培訓課程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修讀各系(中心)的專業服務

學習課程，並參與校內、外與國際等各類服務，關注社會正義與和平，提升文藻人的    

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 

二、 為鼓勵本校學生踴躍參與服務，各項志工服務時數得登錄於校務資訊系統，學生就讀   

本校期間從事各項志工服務時數達「文藻外語大學服務學習獎勵實施要點」規定標準

者，課外活動指導組依實施要點進行各項敘獎事宜。 

三、 各項校內、外與國際服務等志工招募資訊以及培訓課程、實務工作坊等活動，請參見   

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 

四、 入學前已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可攜帶志願服務紀錄冊正本及影本乙份，課外活動  

指導組登記，以利申請各項服務機會與獲獎推薦。  

五、 相關資訊請洽課外活動指導組，07-3426031 轉 2222。 

https://d009.wzu.edu.tw/
https://d009.wzu.edu.tw/article/488277
https://d009.wzu.edu.tw/article/488277
https://web3.wzu.edu.tw/sa75_2004/index.php?c=login&ac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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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生生活輔導 Q＆A 

Q1：學生在學期間發生意外事件，如何求助？  

A1：請撥 24 小時值勤專線 07-3429958。 

 Q2：賃居校外安全如何確保？ 

A2：1.租屋考量需周到，居住安全沒煩腦：參考聯結網址 https://c012.wzu.edu.tw/article/496546                      

 2.任何糾紛可洽軍訓室協助。 

Q3：發生交通意外時處理流程？  
    A3： 

1. 立即報警處理。 

2. 保留現場完整並於事故後方擺放反光警告三角牌。 

3. 通知保險公司。  

4. 不要私下和解。  

5. 萬一對方逃逸，記下對方車型、顏色、車號。 

6. 於 5 日內申請理賠。 

Q4：有一些困擾想找人談談，不知道可以找誰? 

 A4：生命過程並非總是平順、快樂，難免會被問題卡住而感到低落、忐忑不安。如果你很需 

     要一個安全的空間，可以抒發自己的心情，整理自己的想法，歡迎來諮輔中心申請晤談，  

     讓心理師陪伴你一起探索、面對和解決困境。 

     申請方式：線上填寫， https://reurl.cc/02D4El 或親自至諮輔中心申請(位在行政大樓 2 

 樓-靠近化雨堂) 

Q5：什麼情況下可以提出學生申訴? 

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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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前項

所稱學生，指本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 

Q6：想提出學生申訴的話，有沒有期限呢？ 

A6：有。學生收到學校對於個人生活、學習獎懲處分書，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受到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後，如有不服，應自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

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不受理。如申訴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

本會釋明理由，請求許可。 

Q7：申訴相關表格與法規，可以怎麼搜尋? 

 A7：學生申訴由諮輔中心承辦，諮詢電話 07-3426031#2282。相關表格與法規： 

 https://reurl.cc/mGqxqA 

 Q8：想增能其他知識，可以去哪裡找活動? 

 A8：諮輔中心每學期會定期透過演講、座談、電影欣賞等各式活動，讓同學學習及探索我     

 成長議題。主題多樣，諸如人際關係、生命探索、情感關係、生涯規劃、情緒與飲食         

 管理、壓力調適、校園生活適應、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等，如果你很有興趣，千萬不要  

 錯過! 活動查詢請見：FB粉專宣傳、活動報名系統 

 

https://c012.wzu.edu.tw/article/496546
https://reurl.cc/02D4El
https://reurl.cc/mGqxqA
https://www.facebook.com/wenzaoCC
https://enrol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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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校園安全 

(一) 防竊要領： 

1. 離開教室要上鎖。 

2. 重要東西勿離身或請人代為保管。 

3. 戶外課，請將全班東西統一放置於一處管理。 

4. 東西遭竊，請洽軍訓室協助處理。 

(二) 防騙宣導： 

1. ATM 只可以領款、存款及轉帳功能，無法操作購物資料內容修正。所以接
到需要到 ATM操作電話，必為詐騙電話，請勿相信。 

2. 不認識電話請勿接聽或輕易相信，請再三求證。有疑問可撥 165求證。 

3. 電子軟體交友，見面需要先匯款或匯遊戲點數，必為詐騙。 

(三) 防制霸凌宣導： 

1. 為增進友善校園，明確律定教職員工生相關權責及處理程序，期有效防制  
校園霸凌事件，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校園霸凌防制實施計畫」
https://a001.wzu.edu.tw/article/496739 相關處理流程及辦法請參閱。 

2. 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二章「校園安全規劃及校園霸凌防制機制」內容有： 
 

條次 內容 

第六條 

學校應加強校長及教職員工生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義務及責任之認知；學校

校長、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發揮   

樂於助人、相互尊重之品德。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

校長及教職員工間、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 

第七條 

1. 學校應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   

處理人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 

2. 學校及家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   

思考。 

第八條 

主管機關及學校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校長及教職員工生

應積極提供協助、主動輔導，並就學生學習狀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行

深入了解及關懷。 

第九條 

1.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以正向輔導管教方式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

相互幫助、關懷、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 

2.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主動關懷、覺察及評估學生間人際互動情形，依權責   

進行輔導，必要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3.校長及教職員工應具備校園霸凌防制意識，避免因自己行為致生霸凌    

事件，或不當影響校園霸凌防制工作。 

 

https://a001.wzu.edu.tw/article/496739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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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親職教育 

(一)輔導資源 

親愛的學生家長您好： 

 

歡迎您家的寶貝前來就讀本校文藻外語大學。諮商與輔導中心主要的服務業務與對象是

照顧所有學生的心理健康與校園適應。 

您的子女可能是專科 15-20歲或四技 18歲以上，正值青春期／自我探索階段，而這時期

的孩子可能會碰上的困難有：面對升學、課業壓力產生不適應的狀況，又或同儕、感情等     

人際議題遇到阻礙，與您因此有諸多摩擦。然而這些煩惱會影響一個人的身心健康，而現代

人的共同挑戰即是「心理／壓力症狀」，從失眠、焦慮、憂鬱甚至更嚴重的身心疾病，都很有

可能發生在你我與孩子身上。 

邀請您一起關注貴子弟的心理健康與生活適應，也希望您能從諮輔中心提供的資源，   

學習新知、得到親職教育有用的資訊，並與您的孩子一同持續學習與成長。 

相關網址：https://d008.wzu.edu.tw/article/493955 

 

如果您或您的子女有相關疑惑與需求，請不吝與我們聯繫： 

諮商與輔導中心電話：(07)342-6031分機 2271-2282 

 

※諮商與輔導中心於 111 年 8 月 21 日(日)10:20-12:00 舉辦線上親職講

座，講題為｢網路世代孩子的人際溝通與自殺防治(暫定)」，歡迎有興趣的

家長共同參與，講座報名連結如 QR CODE， 若您有任何想更進一步了解

的地方，歡迎來電（07）3426031轉 2274洪玉梅心理師。 

 

 

 

 

 

 

 

 

 

 

 

 

 

親職講座報名表 

https://d008.wzu.edu.tw/article/49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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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資訊查詢 

為使家長/監護人查詢學生在校相關資訊（如勤缺、學業成績等），本校特建置家長查詢網頁，

敬請多加使用，與我們共同關注學生在校表現。 

【登入路徑】文藻首頁→點選「家長」→點選「資訊查詢」項下「學生在校資訊查詢」→        

登入帳號（學生學號）、密碼（監護人手機號碼）。 

 

 

家長可透過上述資訊網路了解學生在校表現外，針對缺曠預警與懲處通知，學校提供下列   

通知，協助家長即時瞭解學生在校狀況。 

通知內容 通知方式 通知時間 

缺曠通知 手機簡訊 缺曠嚴重時 

嚴重缺課通知: 

缺課達全學期授課總時數的 1/5、1/4、1/3、
1/2（教務處通知應令休學） 

手機簡訊 學期間第 8週開始預警 

學生遭受小過以上懲處 雙掛號郵寄 受小過以上懲處時 

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通知 雙掛號郵寄 獎懲委員會決議後 

勞作教育缺席次數預警/重修通知 線上預警系統 每學期第 5~19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