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專科部新生親師輔導座談會 家長提問與回覆 

提問內容 回覆單位 回覆內容 

請問課表裡面每週三下

午最後兩堂課註明班會

/週會是每週固定都要

上的嗎?還是不一定? 

生活輔導組 班會召開時間為各班自行

決定，不一定是在每周三下

午最後兩堂課時間，另外週

會時間，每個年級都不一

樣，若該時間無班會，該週

該時段也無週會的話，則該

時段學生可自行安排行程。 

常規說明中規定早上

7:30前要到校,是指

7:30前踏進校門即可還

是要進到教室才算?  

還有 3:00後無課程安排

可離校,若是 3:00後課

表有自修課也算無課程

安排可離校,不用留在

學校自修對嗎? 

生活輔導組 1. 主要是因為 7:30為勞作

教育時間，也就是環境

清潔整理，打掃教室或

是校園時間，該時間班

級幹部會進行點名，故

建議 7:30前進到教室較

妥。 

2. 是的。 

孩子腳丫子太大買不到

可穿的皮鞋 

運動鞋目前也找不到全

黑的來替代。 

生活輔導組 若是廠商也無法提供合適

尺寸，則亦可找其他黑色皮

製鞋子或是黑色類似皮鞋

的鞋子替代，惟必須向生活

輔導組申請，另外運動鞋顏

色不拘，只要是運動鞋即

可。 

請問身體不適該怎麼處

理？ 

生活輔導組/衛生保健

組 

生活輔導組： 

1.若是學生於課程時間感

到身體不適，可經該時段授

課老師同意後，先行至衛生

保健組(健康中心)休息，若

需要外出看醫生或是回家

休息，必須告知班導師以及

副班長後，至生活輔導組填

寫外出單，通知家長核可

後，方可外出就診或是回家

休息。(記得線上請假) 

2.如果是住宿生在課程時

間感到身體不適，需向宿舍



教官申請並經教官同意

後，始可回宿休息。(記得

線上請假) 

 

衛生保健組： 

1.學生受傷或身體不適可

先至衛生保健組，學校護理

師會先做緊急處置，評估之

後若必要時會安排送醫治

療。 

2.學期間衛生保健組每週

提供 2次免費校醫看診服務

及營養師健康諮詢服務，提

供師生醫療保健服務之便

利性。 

3.為顧及師生看診時間以

外的醫療需求，與學校鄰近

醫療院所簽訂合約，並於衛

生保健組網頁提供相關優

惠之訊息服務，提供師生更

完善的醫療資源運用。 

請問會有班導師嗎?要

如何找呢? 

生活輔導組 會有班導師，學生於新生營

時，就會與班導師見面，屆

時班導師會留下聯絡方式。 

了解學校對學生的教學

方針 

教務處 文藻傳承天主教聖吳甦樂

會的教育精神，強調人文及

人格教育，並以推動外語教

育為最重要的任務及使

命，注重學生的學習與輔

導，以技職校院中的博雅大

學自期，期許學生培育具 3L

（Life, Language, 

Leadership）特質及全人發

展的專業人才。 

文藻辦學，以「尊重個人尊

嚴，接受個別差異，激發個

人潛能，為生命服務」的教

育理念，經由複合式的外語



專業與全人的學習體制，培

育學生成為兼具優秀外語

能力與全人發展特質之國

際專業人才。 

本校教學特色臚列如下： 

【全外語課程，雙外語教

學】 

文藻建校至今，外語課程皆

以「目標外語」授課，專科

部並實施全國唯一的「雙外

語課程」。 

【英外語畢業門檻】 

本校日間部專科部及大學

部設有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其他外語相關科系學生

亦須通過該系外語之檢定

考試方得畢業。 

【與副修相當之英文必修

學分】 

日間部四技非英文系學生

須修習與副修相當之 24～

36小時英語必修學分，同時

培養外語及專業能力；此

外，學生可依能力及興趣，

選擇第三專長之學程、輔系

或雙主修，以增加個人競爭

優勢。 

【專業學程】 

本校為培養跨領域、跨科系

及跨文化的專業人才，鼓勵

學生依興趣選擇多樣化的

學程。現有數位傳播、數位

內容、虛擬技術應用學分學

程、跨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

學程學分學程、國際會展產

業、翻譯與國際會展、語言

教學與數位教材製作、外語

文化觀光導覽、外語教學、



華語文教學、東南亞語言與

產業、韓國語言文化與產

業、新聞與公共關係、歐洲

商務、歐語文教、歐洲會展

與翻譯、日文翻譯與國際會

展、商務與觀光導覽等學分

學程，可充分提升學生之實

用專業技能。 

【多元語種課程】 

為培育具多國語能力的外

語人才，本校特開設多元語

種課程，如：義大利文、猶

太文（意第緒語）、俄文、

越南文、泰文、印尼文及韓

文等語言課程，同時亦建立

線上同步及跨校網路課程

合作平台，開放全國大專校

院學生選讀。 

學校教育模式、如何輔

導小孩進入狀況、針對

成績較差學生如何應

處、學校與小孩及家長

三者如何形成橋樑 

教務處 1.文藻傳承天主教聖吳甦

樂會的教育精神，強調人文

及人格教育，並以推動外語

教育為最重要的任務及使

命，注重學生的學習與輔

導，以技職校院中的博雅大

學自期，期許學生培育具 3L

（Life, Language, 

Leadership）特質及全人發

展的專業人才。 

文藻辦學，以「尊重個人尊

嚴，接受個別差異，激發個

人潛能，為生命服務」的教

育理念，經由複合式的外語

專業與全人的學習體制，培

育學生成為兼具優秀外語

能力與全人發展特質之國

際專業人才。 

2.本校落實「教務-學務-導

師」三合一之學習預警與學



習輔導整合機制，在預警方

面，此三合一機制針對下面

兩項進行預警： 

(1) 學業輔導：藉由學習預

警與學習輔導系統，任課教

師提供期中預警名單並至

系統勾選，早期發現學生之

學習異常狀況，降低學生因

學業問題而休退學之比

例，並有效提昇學生學習成

效。 

(2) 缺曠輔導：每週 E-MAIL

提醒學生查看缺課紀錄，曠

課達 8節以上者，通知導師

介入輔導，專一-三年級學

生亦簡訊通知家長。學生缺

課達全學期上課總時數

1/5、1/4、1/3以及扣操行

成績達 10分以上，通知導

師、系輔導教官、（境外生

加送境外學生事務組）、家

長等，及時完成輔導或轉介

相關資源，藉助多重網絡，

掌握學生學習與生活狀況。 

3.本校推動「陪伴教育」制

度以落實學生輔導機制，其

中包含深、廣度陪伴計畫，

具體內容分述如下： 

(1) 廣度陪伴計畫：每位教

（導）師皆須上網登錄

office-hour，提供學生預

約晤談時間，晤談後老師將

對學生的評估上傳系統後

結案，評估向度涵蓋學習、

生活、生職涯規劃、人際關

係等。 

(2) 深度陪伴計畫：組織退

休教職員成立「文藻人師寶



庫」，並建置「聊天室」空

間，提供退休教職員義務輔

導學生課業學習、人際關

係、生涯規劃、靈性信仰

等。 

4.英/外語輔導及加強機

制：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

中心不僅有各專業外語教

師駐診服務，提供學生個人

化課後額外輔導，亦備有許

多自學軟體，提供不同語言

狀況或想要加強語言能力

之學生各類資源，以進行學

習活動，了解自身語言學習

成效。 

5.學習適應/滿意度問卷調

查結果回饋：自 106學年度

起，每學年均定期進行新生

適應調查與學習滿意度調

查，進行學生學習狀態、學

習重點、學習態度，以及對

課程安排、課程教學、授課

方式之認同程度等項目之

分析，提供各院系了解學生

的學習問題與學生的學習

需求，以作為課程推動與改

革精進的依據。另，亦定期

進行畢業生流向調查及雇

主滿意度調查，並將調查分

析結果提供各教學單位，作

為課程評估改善的參考。 

關於班級的教學安排有

什麼相關注意事項？ 

教務處 1.各語文科學生應於規定

修業年限內，修滿該科畢業

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

及格，需修科目學分數詳見

課務組科目學分表網頁。 

2.本校專科部為常態編

班，副修語言相關課程依實



際情況採分組上課方式進

行，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3.本校教師皆會將課程之

教學綱要上傳至系統，提供

學生查詢及了解各課程之

規定與相關學習進度。綱要

須明訂評分原則、教學形式

及 office hour。 

4.各班導師每學期皆會與

班級學生至少訪談 1次，了

解學生各方面的情況，同

時，亦透過系統了解學生學

習成效，例如，班上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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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適時提供相

關協助與輔導。 

未來升學 生涯發展中心/教務處 生涯發展中心： 

生涯發展中心每年會舉辦文

藻講堂─「生涯研習營」是

為即將升學的專科部畢業生

量身訂製活動，安排插班大

學或升學二技的同學分享經

驗。 

  

另外生涯發展中心每年舉辦

相當豐富的職涯活動，除了

系上硬實力培養，也歡迎同

學可以積極參與中心為您準

備的軟實力培育，做為未來

就業準備。 

1.自我探索與了解 

  

•透過 CPAS職涯適性診斷

測驗協助學生探索內在職

場性格與領導潛能，並進一

步了解自己所適合的職業



適性。 

2.啟發性講座 

  

•透過生涯導航系列主

題講座，邀請業界講師分

享職場經驗，提供學生多

樣性的職場樣貌，啟發職

業自覺，厚值競爭力。 

3.升學與就業進路 

  

•透過生涯研習營、企業

導師講座、企業說明會，

協助了解如何進行升學準

備、產業未來趨勢、畢業學長

姐職涯出路等， 進而評

估、準備與選擇適合自己

的職業。 

4.職場準備與介紹 

  

•透過就業準備篇主題

講座協助學生提升職前

準備能力：    服

裝儀態、履歷撰寫、面試準

備、職場眉角、就業軟實力 

  

以下為生涯發展中心官方

line 群組 歡迎加入謝謝。 

  



 
 

教務處： 

五專部畢業生可插班大學

或就讀二年制技術學院、科

技大學各相關學系或赴海

外就讀相關大學。 

Graduates of 5-year 

junior college can 

transfer to a university, 

enroll in a 2-year 

college or study abroad. 

孩子未來生涯發展及職

業出入 

生涯發展中心 本校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提供職能測驗評量工具，舉

辦生職涯講座及提供職涯

諮詢服務，協助學生探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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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生職涯輔導，透過校

外實習、班級輔導、職涯講

座、生涯小團體、生涯研習

營、企業導師、CPAS職涯測

驗、職業適性探索、校園徵

才就業博覽會、企業說明會



、勞動權益講座及青年職涯

發展中心參訪等活動，協助

學生完備就業準備。 

 

目前與科技產業有相當的

互動 

例如台積電、華邦電、台達

電以及食品產業義美集

團、黑橋牌企業有限公司:

國際連鎖飯店萬豪酒店、洲

際酒店等等 

如何協助孩子就業方向

和大學選科 

生涯發展中心 就業方向: 請參考上述歡

迎學生來生涯發展中心詢

問。本中心非常樂意提供相

關指導。 

 

透過生涯研習營協助了解

如何進行升學準備、產業未

來趨勢、畢業學長姐職涯出

路等， 進而評估、準備與

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 

 

以下為生涯發展中心官方

line群組 歡迎加入謝謝。 

  

 
有規定一定要參加社團

嗎?  

每週社團時間是固定的

嗎?  

哪時?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科部 1-3年級學生每學期

均須至少參加一個校內學

生社團，本校社團種類及數

量多元，學生可依自身課程

空堂狀況選擇合適之社團



參加。 

校車路線 岡山搭車點

在那裡？ 

軍訓室 本校專車目前無岡山搭乘

地點，離岡山最近搭乘地點

為路竹交流道◦如有需要，會

在岡山交流道開設搭乘點。 

住宿費可以用信用卡繳

費嗎？ 

軍訓室 一、新生入住第一學期繳

費可用 ATM 轉帳.臨櫃

(臺灣中小企銀)、全家

便便利商店刷條碼繳

費◦ 

二、續住生住宿費納入學

費內，即可以用信用卡

繳費。 

學校宿舍是每年登記抽

籤嗎？ 

軍訓室 續住生每年五月左右登記

抽籤。 

請問小孩住宿後的伙食

餐怎麼辦？ 

軍訓室 本校在宿舍旁設有學生餐

廳，三餐均有廠商提供供餐

服務。早餐及晚餐時間亦可

到學校週邊用餐。 

星期五下午放學就可以

回家，需要跟宿舍報

備？ 

軍訓室 專科低年級學生（1-3年級

學生）。 

假日：每週三以前上網登記

當週假日是否留宿；

逾期未登記者，需請

家長撥電話至宿舍管

理室告知補登記即

可。 

平時：晚上 7:30—0930時

後需晚自習。如需臨

時外宿或外出，需請

家長撥電話至宿舍管

理室告知，以利人員

管制。 

希望學校注重學生校內

校外的人身安全 

軍訓室 一. 本校隸屬三民區二分

局鼎金派出所轄區，已於該

所簽定校園安全協定，平時

除定期校園週邊巡查外，特

定活動時，亦會加強校園內



外的協巡。 

二. 校園內設置有緊急電

話 16 具，校園監控系統 600

餘具，各廁所亦設有緊急按

鈕，如遇有緊急狀況可以立

即按下，會有校園警衞及校

安中心人員給予協助。 

三. 校安中心設有 24 小時

緊急電适，(07)3429958；遇

有緊急事件可以立即反

應，校安中心值班人員會給

予時協助。 

四. 本校校門於每日晚上

11 點至隔天早上 06 點為關

閉時間，非必要不得進出校

園。 

五. 建議學生下載警政署

或 110APP，遇緊急狀況

時，亦可直接撥打，以強化

緊急救援時效，達到安全效

果。 

當交換生的資格是什麼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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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請留意國際合

作處國際交流組網頁。申請

資格如下： 

(1)學制規定：以專科部高年

級(出國交換當學期需至少

為專科部四年級，等同大學

一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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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分數歷年總平均 70

分以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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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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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系未來發展 日文系 一、日文系未來發展 

(一)孕育國際化之日語專業

人才：培育學生「聽、說、

讀、寫、譯」能力及強化運

用實務能力，並就翻譯

（口•筆譯）、國際商務、

觀光、語言及文學等各領

域，提供相關專業課程，培

養學生專業知識及能力。 

(二)持續開拓產學合作與境

外企業實習：積極爭取與中

北部大型企業或日本商社

合作機會，並擴大產學合作

與企業實習版圖，培養學生

國際競爭力與實務經驗。 

(三)強化師資陣容及積極提

升教師教學、研究水準：逐

步提升教學研究之國際

化，連結國際性機構共享資

源，鼓勵教師研究發展，從

教學研究奠基，逐步推向實

務研究。 

(四)積極提升教師實務經

驗：協助教師與產業界合

作，共同進行實務型產學合

作（研究）案，藉此提升教

師之實務經驗，以回饋教

學。 

(五)拓展國際交流、建立多

元夥伴關係：與日本的姐妹

校建立學生交流、學術交流

夥伴關係，預計開發校際實



習或雙聯學制之規劃，朝學

士雙聯學制設置為目標。 

 

二、日文系學生未來發展 

(一)人才培育策略：培育具

備雙外語與產業專業能力

的複合型實用外語人才

3L(全人+外語+專業) 

(二)就業領域：依同學興趣

與專長從事相關行業。如：

翻譯、口譯員、秘書、旅遊

觀光業、航空業、日語教

師、日本華語教師、國際事

務人員、新聞從業人員、出

版業等。 

(三)升學：學生可報考國內

研究所或出國深造。 

以下為家長座談會意見交流時間之會議紀錄 

專 4、專 5 的模組課程，

英文科的模組課是否有

開放給外系選修? 

英文系 若外系學生想選修英文科

模組課，只要老師允許、教

室容納量足夠，即可選修。 

校車停靠站是否有在永

康交流道附近停靠? 

軍訓室  軍訓室 13 號會與總務處來

討論校車停靠站問題，並告

知給家長。 

是否有統一對口來提供

家長及學生詢問問

題?(EX:開戶銀行) 

學生事務處本部 (1)學生有任何狀況可第一

時間尋找導師協助，導師與

學務處會快速地協助學生。 

(2)宿舍有三位輔導老師駐

守，住宿生有任何問題可詢

問輔導老師。 

(3)校安專線 24 小時開放。 

校車是否能開設美麗島

專車站? 

軍訓室 軍訓室 13 號會與總務處來

討論校車停靠站問題，並告

知給家長。 

導師會每日至班上查看

嗎? 

學生事務處本部 每天７：３０勞作教育導師

會至教室查看學生。 

北部學生會一起至高鐵

站搭車嗎?有無社群可

學生事務處本部 學生可與宿舍輔導老師聯

繫，請老師協助尋找夥伴一



互相聯繫? 同前往乘車等相關安排。 

住校是否每年皆須申

請?一定都申請的到嗎? 

軍訓室 每年皆須申請、抽籤。專一

一定會讓學生住宿，專二會

降低部分住宿比例，會盡量

讓中、北學生住到宿舍。 

鞋子一定要和學校指定

的廠商購買嗎? 

生活輔導組 只要符合學校規定的樣式

及顏色，即可自行選購。 

開學後的防疫措施? 學生事務處本部 學校會按照政府的防疫規

範，完成境外生的防疫檢

測，以及有安排全校師生的

健康異常回報系統。 

宿舍是否需當天入住，

或可先搬後住? 

軍訓室 可先搬後住，建議不超過晚

上８點搬入。 

中餐的用餐安排?是否 1

小時會很緊湊? 

學生事務處本部/ 

生活輔導組/ 

總務處 

校園中有許多讓學生購買

午餐的場所以及多元的訂

餐方式(APP)，吃飯不會耽

誤到午睡的時間。 

學生主日副英，到專四

發現不喜歡日文，喜歡

英文，在未來會造成什

麼問題嗎？ 

日文系 除了專業必修外，在符合規

定內，學生可選修自己有興

趣的課程去學習。 

住宿生的早、中、晚餐

安排？ 

軍訓室 宿舍地下 1 樓有學餐，學生

亦可至學校附近購買餐

食。專科 1~3 年級 19:30 前

須回至宿舍實施晚自習。 

學餐是否皆為現金支

付，或有其他多元支付

的方式？ 

總務處 學校便利商店及學餐部分

店家有提供多元支付方式。 

專 4、5出去交換後回來

會延畢嗎？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學生可與老師討論在交換

學校可修習哪些課程，回校

後可進行抵免學分。 

假日可以留宿嗎? 軍訓室 可以。每週三會調查學生是

否留宿。 

假日宿舍的安全管控 軍訓室 晚上 11:00-早上 6:00為宿舍

門禁，假日仍會有宿舍管理

員，有任何問題可向管理員

反映。 

學生住南投，是否有學 校長室 建議軍訓室建立 LINE 



長、姐陪同前往搭車? Group 提供給學生相互聯

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