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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如何進行學生成績輸入? 
1. 成績輸入系統操作手冊如附件一。

2. 請授課老師按規定時間上網輸入學生成績。

3. 列印書面資料乙份繳交課程所屬單位主管簽核，再由系助理彙整送交註冊組。

4. 授課老師輸入成績並按出傳送鍵後，即無法再更改成績。

5. 授課老師若將成績傳送後仍要修改成績，請依照成績異動程序辦理修正。

Q2：授課教師可以自訂學業成績評量方式與百分比嗎？

學制年級 學業成績評量方式 學業成績配分百分比

專科部一年級至三年級

※授課教師如欲變更考查方式

及計分百分比，須提書面申請

經課程所屬單位主管及教務長

核可，方得實施。

1. 平時考查：任課教師得依

科目之特性舉行各項查考，

其項目可涵蓋：筆試、口試、

習題練習、習題解答、作業、

報告、課堂表現、出勤狀況、

課堂筆記及學習態度等方

式考核給分。

2. 期中考試：專科部一至三

年級於學期中由教務處排

定日程舉行。

3. 期末考試：專科部一至三

年級於學期終了由教務處

排定日程舉行。

1. 外國語文科目平時比例、期

中 比 例 及 期 末 比 例 為

50﹪、25﹪及 25﹪。

2. 本國語文科目平時比例、期

中 比 例 及 期 末 比 例 為

40﹪、30﹪及 30﹪。

專科部四、五年級 專科部四、五年級由任課教師

自行決定期中、末考試的方式。

專科部四、五年級之成績配分

比例及計算方式，由任課教師

自行決定，但須與教學綱要內

之評量方式與配分比例分配項

目之記載相同。

大學部（日二技與日四技） 大學部由任課教師自行決定期

中、末考試的方式。

大學部之成績配分比例及計算

方式，由任課教師自行決定，

但須與教學綱要內之評量方式

與配分比例分配項目之記載相

同。

研究所 研究所由任課教師自行決定期

中、末考試的方式。

研究所之成績配分比例及計算

方式，由任課教師自行決定，

但須與教學綱要內之評量方式

與配分比例分配項目之記載相

同。



Q3：如何更改學生成績?

一、授課教師提出

1. 授課教師於開學後二週內填妥『教師更改成績申請表』。

2. 送請課程所屬單位主管同意修改成績。

3. 註冊組彙整『教師更改成績申請表』，並於教務會議中提報討論。

4. 授課教師需出席教務會議報告更改原由。

5. 註冊組依照教務會議決議辦理成績異動。

二、學生提出

1. 學生對其學期成績有疑問者，應即向任課教師複查。如仍有異議，得於收到成績單後

至開學一週內，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複查成績。

2. 送請授課教師填寫說明與原因並經程所屬單位主管審核。

3. 若成績有誤，由授課教師於開學後二週內填妥『教師更改成績申請表』

4. 送請程所屬單位主管同意修改成績。

5. 註冊組彙整『修改成績申請表』，並於教務會議中提報討論。

6. 授課教師需出席教務會議報告更改原由。

7. 註冊組依照教務會議決議辦理成績異動。

Q4：學生辦理休、退學時，該如何辦理?
1. 學生填寫「休、退學申請單」並附「家長同意書」與「離校程序單」。

2. 班級導師會談以了解原因。

3. 科系所主任同意。

4. 學生依「離校程序單」規定辦理手續（各處、室依規定辦理）。

課務組
一、教師個人課表

課務組會於開學前2週將各系所排定之課表資料完成輸入，教師可經由校務資訊服務系

統查詢自己的任教課表、教室、選課學生名單，並可自行列印使用。

二、教學綱要上傳

 在開學前，每位教師均應備妥所有任教科目之教學綱要；填寫項目包含科目概要、

教學目標、評量方式、課堂要求、教科書、指定參考書目、課程內容與進度、及個人網址、

與學生約談時間等。

 教學綱要請於行事曆規定之期限內完成上傳（上傳流程及教學綱要格式請參閱附件

二）。



 上傳版本一定要有中文版；以英文授課之科目亦請將英文版一併上傳。為因應學生

申請英文版課程綱要之需求，非英文授課之科目，也希望教師能上傳英文版之教學

綱要。

三、課程網路學園數位教材內容上傳

學校已建置網路學園( E- LEARNING)供教師使用，授課教師可將課程介紹、課程安排、

作業、課程議題討論及其他相關學習資源放置於網路學園中，讓同學可以隨時進入學園

中預習、複習及進行相關之課程討論，使師生互動不只限於課堂上。每位專任教師(含專

案教師)均須將所教授科目之中，至少二門科目的數位教材放置於網路學園課程中；並

請教師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完成上傳。（教師若對上傳網路學園課程及其他相關訊息有

疑問，可參加教師發展中心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或親洽教師發展中心詢問。）

四、上課規範

(一) 準時上、下課為學校對教師們的基本要求之一。教師應於上課鈴響準時進入教室上

課（請勿於上課鈴響時才從辦公室出發）；請勿隨意提早下課（即使是開學第一

次上課），以免影響學生上課權益。

(二) 教師應依排定之課表時間上課。若需請假或調、補課，均應依規定程序申請，請勿

自行調動，以免被視為缺課，造成困擾；課務組會實施不定時巡堂。

(三) 教師應依課務組排定之教室上課，不可自行更換；如因授課需要，得安排其他教

室，亦應事先通知課務組，以便安排。

(四) 教師如因校內會議、校內研討會、校內各種活動或是其他課程需要，必須調課時，

應填寫調課單，進行調課；但如因校外活動必須請假調課者（不論假別），需至

請假系統填寫假單，辦理調課。

(五) 教師若臨時無法來上課，需立即告知所屬系助理，以協調代課教師事宜，或直接

與課務組聯繫，課務組會立即通知學生，並協調補課事宜。教師遲到若超過 10分

鐘，則需依規定辦理請假及補課事宜。

五、上課名單核對　

請教師依據加退選結束後，各教學單位發送之點名計分簿，核對任教科目之學生名單，

不管是必修、必修分組或是課程，皆須詳細核對。若有學生姓名不在名單上，請務必與課

務組查核。若名單上之學生未在課堂上出現，亦請每節課確實點名，並將點名單送交生

輔組處理。切勿聽信學生說辭，自行在名單中加入或刪除學生姓名；以防止學生因上錯

組別（班級）而引發爭議或其他事故。

六、期中、期末考試安排

(一) 專科部低年級（一至三年級）

1、命題、製卷及領卷：

 教師在命題時，應留意考題內容及配分比例計算之正確性；並應清楚標示該

科目之中文課程名稱、適用之班級(年級)，及試題卷（答案卷）之頁數、頁碼。

 教師應於行事曆規定之期限內，將考題繳交至開課單位，經開課系(中心)主

任審核，交由助理彙整後，繳交至課務組製卷。



 任課教師應於考試結束後三天內至課務組領卷。領卷時應於考試記載表中簽

名，並將該記載表繳交課務組，方可將考卷領走。領取考卷簽名時，請特別

留意是否有任何特殊狀況，或缺考學生的註記。

 若該班有衝堂、殘障、或其他特殊事故考生，課務組會另行安排場地考試；試

卷封袋上之考試座位表上之備註欄皆會標示。請教師於考試結束後三天內，

直接向課務組簽名領取該生之考卷。

2、監考須知：

 課務組會於考試週開始前排定所有低年級考試科目之監考表(高年級考試則由

任課教師自行監考)，監考節數則視教師每週於專科部低年級授課總節數而定，

其計算方式如下：

每週於低年級授課總節數 須監考節數 備註

1 至 3 1節
每節考試時間為 70 分鐘

4 至 6 2節

7 至 9 3節

10 至 11 4節

12 至 13 5節

14 以上 6節

 監考表會於考前一週送至系(中心)教師信箱內，教師亦可至校務資訊系統中，

查詢自己的監考時間。

 教師因故無法監考，應依請假規定辦理請假，並自行尋找代理監考教師，並

應在假單上註明代理者。如擬互調監考，應填寫「調監考單」辦理申請，不可

私下更換。

 請教師不可晚於考試前十五分鐘，至課務組領取考卷；並於考試前十分鐘，

到達教室為監考做準備。

 監考遲到或未到者，將由課務組安排代理監考教師，原監考教師則須辦理請

假，並支付代理監考費。

 教師應依學校考試規則之各項規定監考；教師發卷時，教室應淨空；鐘響時，

學生方可進入教室應考。學生遲到二十分鐘不准入場，考試開始三十分鐘內，

不得交卷出場；任何科目之考試，均不允許學生提前交卷。

 教師應嚴格監考，監考時請勿做與監考無關之事務（例如批改考卷、作業或

看書等）。若監考不嚴放縱學生作弊，將嚴重損及學生權益及學校聲譽，並

會為教師引來困擾。

 監考時，務必詳實記載考試記載表(包含缺考學生姓名及學號、實際到考人數、

違規記錄等)，並於監考欄中簽名。收卷時，須確認所有學生均交回試卷（若

試題卷與答案卷不在一起，兩卷均須收回，並分開處理）；點收後，放回試

卷袋中。監考完後，必須直接回課務組交回試卷袋，以免試卷遺失。

3、考後試卷處理：



 專科部低年級考卷皆須放置於原試卷封袋內，送回課務組存卷。教師應於截

止日前，繳交期中、末考成績時，將批改完的考卷送回課務組。（期中考卷批

改後，可先在課堂上討論，再送交課務組。）

 若因特殊事故或學生成績有問題需調閱考卷，任課教師可至課務組填寫調閱

試卷申請表，並按程序提出申請。

4、學期補考：

 專科部一、二年級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未達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不含抵免及免修學分數），且其不及格科目在五十分以

上者，可以參加補考。若任教班級有學生需補考，教師需將補考試題於繳交

學期成績截止日後一星期內，交至開課單位，經開課系(中心)主任審核，由

助理彙整後，交至課務組。

 若上學期任教班級有學生補考，教師應於下學期開學後三日內，至課務組領

取補考考卷；批改、登錄成績，並簽名後，交至開課單位，經開課系(中心)

主任審核，由助理彙整後，交至課務組。

(二) 專科部高年級（四、五年級）及學院部

1、考試方式及時間：

 期中考試方式（考試、報告、論文等不同方式）及時間由教師自行安排，惟期

中考當週不停課 (例如每週三小時的課程，其中二小時考試，另一小時仍須

繼續上課) 。期末考試方式亦由教師自行安排，時間則統一於期末考當週舉

行；若需提前考試，應提出申請，並經系（中心）主任同意後為之，但期末

考週仍須照常上課。

 若教師在校定考試週內舉行考試，且考卷份數過多並需要協助裝訂，請比照

低年級之規定，於期限內將試卷交至各系科辦公室，並由助理連同低年級試

題卷一併送至課務組製卷。交印之試卷，可於考試當週自課務組領取。

2、重、補修學生衝堂考處理：

 高年級任教班級若有學生重補修低年級課程，而須在考試週參加低年級的考

試，請教師特別安排錯開高年級任教科目之考試時間，俾使全班學生能於同

一時間考試。若仍安排在考試週內考試，因低年級考試皆在上午，教師可利

用下午時段考試(若與原上課時間不同，請先告知課務組，可協助調動及安排

教室)，以避免有考試衝堂的情形發生。若因故無法避免考試衝堂情事，則需

由高年級任課教師與衝堂學生協商，另行安排該生高年級該科目之考試時間。

 低年級任教班級之老師不得私下同意學生期中(末)補考事宜，所有期中(末)考

准假及補考事宜，皆由課務組處理。

3、考後試卷（報告、論文等）處理：

 依學校規定，所有期中、末考卷（報告、論文等）皆須保存至少一年，以供特

殊需求之查閱。教師可自行保存，或將批改完的考卷放置於課務組提供之試

卷封袋內，於截止日前，送交課務組存卷。（期中考卷批改後，可先在課堂

上討論，再送交課務組。）



 試卷一旦交至課務組存卷，若因特殊事故或學生成績有問題需調閱考卷，任

課教師可至課務組填寫調閱試卷申請表，並按程序提出申請。

七、教學評量

(一) 此評量之目的是為協助教師瞭解學生對授課內容及方式之認知、態度及效果，並提

供教師改進教學方式之參考依據，以提昇教學績效。

(二) 每學期皆實施線上教學評量問卷的填寫，課務組會於學期初開放學生上網填寫對

教師之授課期待，並於學期中及學期末開放學生上網填寫教學評量，學期結束後，

課務組將於寒、暑假期間彙整、統計評量資料，授課老師於寒暑假期間可上網查詢

評量結果，整體評量結果及相關數據將由課務組轉交系所 (中心)，以及人事室存

檔。

八、授課節數規定

根據文藻外語學院教職員工待遇標準：「專任教授每週授課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

理教授十小時，講師十二小時，助教十三小時。」此外，專任教師除規定每週授課時數

外，學校可視實際需要及其教授情形給予超支鐘點，其限制為：日間部不得超過四小

時，日間部及進修部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兼職行政職務者不得超過二小時。

九、講義印刷

(一) 教學講義係指任課教師自行編撰之補充教學資料；如為整本的講義教材或印製頁

數超過10頁之補充教材，請交由學生自行印製。非任課教師所開授課程之教材，

不得申請印製。

(二) 交付印製之講義試卷，稿件字跡務必清晰、整潔，並清楚標示頁碼。

(三) 基於經濟成本之考量，油印數量以三十張以上為原則。

(四) 請教師善用教學平台及網路學園之資源，由同學自行上網讀取課程大綱或是講義，

減少紙張的使用，以達環保及節約成本之效。

(五) 凡使用教學平台授課之科目，不受理課程大綱之印製。

(六) 交付印製之講義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律者，概由交印教師自負法律責

任。

(七) 申請印製時，教師須於印刷室登記送印明細，並於送稿日起兩個工作天後領取(送

件、取件當日不列入工作天計算)。基於公平原則及人力調配，印刷室不受理隨到隨

印之服務。

 課務組於製卷週及考試週期間，不提供列印講義或平時考卷的服務。

十、其他

 學生於期中可在規定時間內辦理棄修(必修及選修)申請，以一科為限。申請書須經

任課教師簽核，簽核前，請教師給予學生適當的輔導。

 任教科目若屬於能力分班，授課期間如發現同學程度不適合該班級，請協助輔導，

並向開課系(中心)反映，再由開課系(中心)向課務組處理後續換班(組)事宜。

 相關課務組法規、科目學分表及各項申請表單，自課務組網站上皆可下載，請教師

多加利用。



招生組
招生組隸屬於教務處，目前有組長一人，成員三人，成員組織及工作職掌如下：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分機 E-mail address

組長 應國慶 綜理本校各學制招生試務等有關事宜；

綜理本校招生宣導事務等有關事宜。

2131 93093@mail.wtuc.edu.tw

組員 王秀葉 本校各學制招生試務等有關事宜及招生

宣導事務等有關事宜。

2132 sywang@mail.wtuc.edu.tw

組員 許志皓 本校各學制招生試務等有關事宜及招生

宣導事務等有關事宜。

2133 jrhau@mail.wtuc.edu.tw

組員 張美齡 本校各學制招生試務等有關事宜及招生

宣導事務等有關事宜。

2134 cml@mail.wtuc.edu.tw

備註：任何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皆可向兩組(註冊、招生組)任一組員申請。

Q1：招生事務與宣導工作與我有關嗎?
目前各級學校招生競爭日益激烈，學生人數及素質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學校教職

員工的教學及工作權，所以每位同仁對於招生事務都有相當的義務與責任。本學

年本組將特別針對國、高中、高職之學生加強宣導。同時亦主動辦理二次的「認識

文藻半日遊」，提供學生及家長參觀認識文藻的機會，以增加學生及家長對文藻

的認識及信心；除此之外，招生組亦負責各學制不同管道的招生試務工作，在

招生試務過程中，往往需要各處室，各系的行政支援，請各位同仁配合協助，

謝謝！

Q2：何處可以得到本校招生宣導資料?

1、 直接與招生組同仁聯絡以獲得書面宣導資料或訊息。

2、 從本校相關網頁中獲得資料。

http://www2.wtuc.edu.tw/academic/recruitment/info/

Q3：本校 98 學年度各學制的招生考試與招生管道為何?

1、 研究所：外語文教事業發展所、國際事業曁文化交流所、創意藝術產業所、

華語文教學所、多國語複譯所(98 學年度新設)

2、 日四技：英、法、德、西、日、應用華語文、外語教學、翻譯、國際事務、國際企

業管理系(擬原國際企業系與企管系之合併)、資訊管理與傳播、傳播藝術系

3、 日二技：英、法、德、西、日、翻譯系

4、 日五專：英、法、德、西、日文系

5、 進四技：英、法、德、西、日、國際企業管理系(擬原國際企業系與企管系之合

併)

6、 進二技：英文系

各學制入學管道流程圖請見附件三。

mailto:jrhau@mail.wtuc.edu.tw
mailto:sywang@mail.wtuc.edu.tw


※ 九十七學年度本組年度工作目標

1、 進行 98 學年度招生宣導工作，以拜訪五十所學校(高中、高職、國中)為目標。

2、 邀請各系師生前往高雄縣、市及台南縣、市之高中、高職及國中進行招生宣

導。

3、 辦理各日間部學制各種入學管道相關招生工作，期望能零失誤率完成所有

招生試務工作。

4、 參與教育部主辦之國外「台灣教育展」，期能招收外國學生，達到文化交流

的目的。



文  藻  外  語  學 院

成績輸入系統操作手冊

Manual for the Grade-entering System

教務處註冊組

 Registration Section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中華民國 97 年 8月 August 2008

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111-2114

Contact number: 07-3426031 ext. 2111-2114

附件一



（一）下載成績輸入軟體至桌面 Download the grade-entering program onto the desktop.

1

2



3

4

5
下載「教師成績輸入軟體」至桌面
Download the “grade-entering 
system for instructors” onto the 
desktop 



（二）登入畫面 login screen

※登入畫面前請務必按﹝開始更新﹞鈕，以自動更新版本。

Before logging in, make sure to click on the “start update” button to begin the automatic 

update process.

※ 輸入教師代號及密碼後按〔登入〕鈕 

After entering your instructor ID and password, click on the “log in” button.

※【教師代號及密碼與登錄資訊服務入口網之帳號密碼相同，如忘記密碼請至資訊服

務入口網登錄畫面查詢】

(Your instructor ID and password are the same as the ones you use to access the school’s 

information system. If you have forgotten your password, please go to the login page of the 

college’s information system to find out.)



（三）授課科目 Courses you are teaching

3. 成

績輸入前請務必檢查平時比率、期中比率及期末比率是否正確，修正後再輸入成績。

Before entering grades,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percentage assigned to each grade is 

correct. Enter grades only after adjusting the percentages.

專科部一年級至三年級 1st to 3rd grades of junior college

4. 外國語文科目平時比率、期中比率及期末比率為      50  ﹪  、  25  ﹪  及      25  ﹪  。   

For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the percentages for quizzes, mid-term and final exam 

are 50%, 25% and 25% respectively.

5. 本國語文科目平時比率、期中比率及期末比率為      40  ﹪  、  30  ﹪  及      30  ﹪  。

For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the percentages for quizzes, mid-term and final exam 

are 40%, 30% and 30% respectively.

※ 欲更改比率者請先至學校網頁  -  行政單位  -  務處註冊組  -  表格下載「  文藻外語學院教

師更改成績比例申請表」 If you wish to change the percentages, please first 

complete the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Grade Percentage Change Application Form 

that can be found at the Wenzao home page -> administrative unit -> download forms.

大學部及專科部四、五年級 college and 4th and 5th grades of junior college

6. 由任課老師依據自訂之課程綱要設定之比率設定。   

Percentages are set by the instructor and stated in the course syllabus.

7. 課程採合格制者（如：服務課程），請向註冊組/教務組申請修正

For standardized courses such as service courses, request changes at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此處可得知輸入

成績起始截止時

間 This area 
shows when the 
system opens and 
closes of entering 
grades.

黑色字體表示已開放登錄並可

查詢

紅色字體表示未開放登錄但可

查詢 Black letters mean that the 
system is open for entering data 
and searching. Red letters mean 
that the system is not open for 
entering grades but can be 
searched.

此區域為開放學期老師所

任教之科目 This area 
shows the courses that the 
instructor is teaching.

此處可得知輸入

成績起始截止時

間 This area 
shows when the 
system opens and 
closes of entering 
grades.



of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8. 點選要評分的科目並選擇進入(A)平時成績(B)期中成績(C)期末成績(D)成績冊頁面

操作。

Select the course and proceed to enter grades for (A)quizzes, (B)mid-term, (C)final (D)Report

of grades

9. 如有操行成績登錄則可以選擇(E)導師操行評分(F)系教官延修生操行評(G)操行評分

表頁面操作（如有操行成績輸入問題，請洽生輔組）

(If you have problems entering grades for conduct, please contact the Office of Student Life.)



（四）平時成績輸入 Entering grades for quizzes

（1）

10. 鍵入次數（依所需輸入次數）→按〔重新計算〕鈕

Enter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grades need to be entered and click on the “recalculate” button.

11. 依照(01),(02)…..輸入成績，目前只有日五專一、二、三年級分兩段評分。如果期中考

成績傳送後期中考前核算之成績則無法更正。

Enter grades into the appropriate columns. At this moment, only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junior 

college are evaluated twice every semester. Once the mid-term grades are submitted, grades 

for quizzes before the mid-term cannot be changed.

12. 整學期核算次數如有更改，成績輸入欄自動會依照增加次數展開。

If the number of quizzes per semester changes, the number of columns for grades will 

automatically increase accordingly. 

13. 核算次數如有更改，請按【重新計算】並存檔。

If the number of calculations change, please click on “recalculate” and then save the file.

期中考前核算次數 
Number of quizzes 
before the mid-term.

整學期核算次數 
Total number of 
quizzes.

橫式輸入 enter grades horizontally

直式輸入 enter grades vertically

成績輸入後可按存檔 Once grades 
are entered, you can save the file.

按滑鼠左鍵往右移

可分割畫面 The 
screen can be split 
by clicking the left 
mouse button and 
dragging to the 
right.



（五）期中考成績輸入 Entering mid-term exam grades

※要傳送註冊組請按〔傳送註冊組〕，成績經傳送註冊組後便無法修改。

按傳送後會依續出現下列 3種對話盒，請依實際狀況回答。

To submit grades, please click on “send to Registration Section.” Once the grades are 

submitted, they cannot be changed.

After submitting the grades, the following three dialog boxes will appear.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ly.

A After submitting the mid-term grades, changes can only be made through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end? Yes/ Cancel

B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end? Yes/Cancel 

C. The mid-term grades were successfully sent to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Please print the grades report, sign it 

and deliver it to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期中成績輸入區 
location for entering 
mid-term grades

期中成績輸入後可按存檔 After 
entering mid-term exam grades, 
you can save the file.

成績確認無誤後，請務必按

傳送鈕 After making sure 
that the grades are accurate, 
please click on the “submit” 
button.



（六）期末考成績輸入 Entering final exam grades

14. 要傳送註冊組請按〔傳送註冊組〕，成績經傳送註冊組後便無法修改。

To submit grades, please click on “send to Registration Section.” Once the grades are 

submitted, they cannot be changed.

15. 傳送期末考成績之前請先將期中考成績傳送註冊組。大學部及專科部四、五年級科目

若無期中考成績，仍須將期中成績傳送註冊組。

Before sending in grades for the final exam, please send in the grades for the mid-term exam.

Even if  there  are  no mid-term grades  for  college and the fourth and fifth  year  of  junior

college, they must still be sent to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16. 按〔排名〕可依成績進行排名，名次將顯示於名次欄。

Clicking on “order” will sort the file according to grade. A student’s place in the class will 

appear in the place column.

期末成績輸入欄 
final grade 
column

期末成績輸入後可按

存檔 After entering 
final grades, click on 
“save.”

成績確認無誤後，請務

必按傳送鈕 After 
making sure that the 
grades are accurate, 
please click on the “send 
to Registration Section” 
button. 



按傳送後會依續出現下列 4種對話盒，請依實際狀況回答

Four dialog boxes appear after sending in the grades.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ly.

A Even if there are no mid-term exam grades for college and the fourth and fifth year of 

junior college, they need to be sent to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Make sure that the percentage 

assigned to the mid-term exam is 0.

B After submitting the final exam grades, changes can only be made through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end? Yes/ Cancel

 C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end? Yes Cancel

D The final exam grades were successfully sent to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Please print the 

grades report, sign it and deliver it to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七）成績冊 Report of grades

※成績一經傳送即無法更改，故傳送前請務必確認輸入的成績正確性。

Once the grades are sent in, they cannot be changed. Please double-check for accuracy before 

submitting the grades.

※成績遞送單須於規定期限內列印簽名繳交系上。

A printed copy of the grades must be signed and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fices by the 

due date.

※成績若未傳送，簽核欄將無法辦理顯示，故請務必按傳送鈕，期中、期末成績皆須傳

送。

If the grades are not sent in, the signature box does not appear. Therefore, please click on the 

“send” button to submit the mid-term and final grades.

按此鈕可列印 
Click on this 
button to print.



（七）列印 printing

※依照列印設定後，按〔列印〕便可列印出成績單。

After setting the printing preferences, click on “print” and the report of your grades will be 

printed.



（八）另存新檔 Saving as another file

17. 按另存新檔後，系統會顯示另存新檔畫面，可選擇存檔格式後按〔存檔〕

After clicking on the “save as” button, the system will present the “save as” screen. You can 

then choose a format and then click on “save.”

按此鈕可以其他格式存

檔 Clicking on this 
button, allows you to 
save as a different file.



文  藻  外  語  學 院

教學綱要處理流程

教務處 課務組

中華民國 96 年 8月

聯絡電話：07-3426031 分機 2121、2122、2123、2124

附件二



教學綱要處理流程
Part I  ：下載空白教學綱要表格

步驟一：進入文藻外語學院中文版首頁。

步驟二：點選【行政單位】。

步驟三：進入行政單位後挑選教務處，並點選【課務組】網頁。

步驟四：進入課務組網頁後點選左方欄位【表單下載】，即可於下方圖示下載「上傳

教學綱要表格」。



步驟五：編輯課程綱要檔案。

注意事項：

一、「科目大要」及「教學目標」兩欄可以中文或英文呈現，其餘欄位則以各系語言呈現。 (建議中文版與英

文版同時上傳)

二、同一科目不同老師間之「科目大要」及「教學目標」須一致。



教學綱要處理流程
Part II  ：上傳教學綱要

步驟一：進入文藻外語學院中文版首頁。

步驟二：點選下方選單中【資訊服務入口網】。

步驟三：鍵入「帳號」、「密碼」及「隨機圖文」後登入系統。



步驟四：成功登入之後點選【校務資訊】下之【校務資訊系統  (  教職員  )  】，您會看到右

邊樹狀的各種功能選項，包含【查詢】、【登錄】等。請點選【登錄】下的【教務登

錄作業】的【教學綱要檔案上傳作業】。

步驟五：點選【教學綱要檔案上傳作業】後，系統會列出您本學期的授課清單。

步驟六：點選任何一門您教授的課程，即出現以下畫面，按「瀏覽」鈕。

步驟七：選【開啟】後，檔案名稱會出現在欄位上，請點選【上傳】將檔案傳到主機。



 

步驟八：完成後會出現【上傳完成】的訊息，請點選【確定】鈕，即完成教學綱要上

傳。



研究所考試

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
專班考試入學簡章發售

考生通訊或現場報名

考試暨面試

召開研究所招生委員會決定各所
招生名額、考試科目、方式及

成績計算方式
並制定研究所考試簡章

閱卷及
計算成績

寄發成績單

成績複查

放榜

報到及繳費註冊
並繳交相關證件
備取生依序遞補

再接再厲

未錄
取

錄取

召開招生委員會決
定最低錄取及榜單

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
簡章發售

考生通訊或現場報名

考試暨面試

閱卷及
計算成績

寄發成績單

成績複查

放榜

報到及繳費註冊
並繳交相關證件
備取生依序遞補

錄取

召開招生委員會決
定最低錄取及榜單

未錄
取

附件三



四技入學方式

未錄取

聯合登記分發
(綜合高中、高職畢業生)

申請入學
(一般高中畢業生)

至聯招會網頁下載或購買
申請入學簡章

當年度之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收到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後依
報名學系要求的條件備妥資料

向聯招會報名
(學校或學生集體、個別報名)

第二階段報名
並資格審查

依規定日期及時段到文藻面試

計算到考學生之總成績

寄發成績單

受理成績複查

召開招生委員會
決定錄取名單
及錄取最低標準

放榜並
寄發錄取通知單

正取生報到並繳費註冊
(備取生依序遞補)

錄取

通過者通知參加面試

未通過
篩選

再
接
再
厲

再
接
再
厲

推薦甄選
(應屆綜合高中、高職畢業生)

當年度之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購買四技二專
推薦甄選簡章

收到統測成績單後
選擇報名學校及系別

並向聯招會報名
(學校集體或學生個別報名)

當年度之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通過者通知參加面試

未通過
篩選

聯招會第一階段篩選

依規定日期及時段到文藻面試

計算到考學生之總成績

未錄取

召開招生委員會
決定錄取名單

放榜並
寄發錄取通知單

錄取

甄選生自行上聯招會網頁
查詢成績

受理成績複查

再
接
再
厲

未
錄
取

購買四技二專
聯合登記分發簡章

向聯招會報名
並依規定上網選填志願

文藻寄發錄取
及註冊通知單

聯招會放榜
寄發錄取通知單

錄取學生報到
並繳費註冊

錄取

聯招會第一階段篩選

錄取學生報到並繳費註冊

第二階段報名
並資格審查

未通過
篩選



二技入學方式

英國語文系
日本語文系
翻譯系

法國語文系
德國語文系
西班牙語文系

通過篩選

未通過

1.聯招會第一階段篩選
2.依聯招會轉送之學生

資料通知面試

未錄取

召開招生委員會
決定錄取名單

放榜
寄發錄取通知單

錄取學生報到
並繳費註冊

錄取

受理成績複查

推薦甄選
應屆專科畢業生

當年度之
二技統一入學測驗

購買二技
推薦甄選簡章

收到入學測驗成績單後
選擇報名學校及系別並

向聯招會報名
(由畢業學校統一辦理)

依規定日期及時段
到文藻面試

計算到考學生之總成績

寄發成績單

再接
再厲

未
錄
取

錄取

聯招會放榜
寄發錄取通知單

文藻寄發錄取
及註冊通知單

錄取學生報到
並繳費註冊

聯合登記分發

當年度之
二技統一入學測驗

購買二技
聯合登記分發簡章

向聯招會報名
並依規定繳交志願卡

購買文藻外語學院
二技單獨招生
簡章並報名

當年度之單獨
招生入學考試

寄發成績單

受理成績複查

召開招生委員會
決定錄取名單
及最低錄取標準

放榜並
寄發錄取通知單

正取生報到
並繳費註冊

(備取生依序遞補)

錄取

未錄取



當年度
第一次基本學力測驗

五專入學方式

當年度
第二次基本學力測驗
可自由選擇參加與否

收到學測成績單後
擇第一或第二次較優之成績

向聯招會報名“聯合登記分發”
報名表有三種

                 1.高中、職
                 2.五專
                 3.高中、職及五專

※請選擇2.五專或3.高中、職及五專報名表
(如選擇1.高中職報名表將無法將文藻填入志願卡中)

高中.職可填寫基測考區之高中.職校
五專則可填寫全國之五專各校之系科

聯合甄選 聯合登記分發

收到學測成績單後

報名"南區五專聯合甄選”
由國中統一代辦或個人
向南區五專聯招會報名

文藻外語學院總分計算
國文*3+英文*3+寫作測驗*3+數學+社會+自然+特別加分
(詳見http://www.wtuc.edu.tw/academic/recruitment/info/files/97日五專.doc

或南區五專聯合甄選招生簡章)

通知報名學生
是否到校參加現場撕榜

否

否

依文藻規定之日期及梯次
到校報到並於化雨堂

依排名逐一上台選科撕榜單

錄取

是

是

聯招會放榜
寄發錄取通知單

向文藻報到
繳交國中畢業證書

及註冊繳費

繳交國中畢業證書
及繳費註冊

錄取文藻

未
錄
取

再
接
再
厲

召開招生委員會決定推甄切點
(到校參加現場撕榜之最低分數)

購買南區五專聯合甄選招生簡章
由國中統一代購或自行向聯招會購買
(辦理單位請參照本校網頁-招生資訊)

購買高中職及五專聯合登記分發招生簡章
由國中統一代購或自行向聯招會購買
(辦理單位請參照本校網頁-招生資訊)



進修部入學方式

二技 四技

當年度之
四技二專

統一入學測驗

當年度之
二技統一
入學測驗

購買高屏區進修部
四技二專

聯合登記分發簡章

購買高屏區進修部
二技

聯合登記分發簡章

依規定向
聯招會報名

聯招會寄發
總成績單

攜帶畢業證書
依照聯招會通知單上
日期、梯次到規定會場

現場登記分發

當場繳交
學力證件報到

依學校規定
繳費註冊

依規定向
聯招會報名

聯招會寄發
總成績單

攜帶畢業證書
依照聯招會通知單上

日期、梯次到規定會場
現場登記分發

當場繳交
學力證件報到

依學校規定
繳費註冊

聯招會受理
成績複查

聯招會受理
成績複查

錄取 再接再厲 錄取

是

否

是

否



轉學考試

發售轉學考試簡章
並受理報名

寒轉約於12月底發售
暑轉約於6月底發售
四技一年級寒假不辦理

考生通訊報名

考試

召開招生委員會決定招生學制、
年級、系科名額考試科目、方式

及成績計算方式
並制定轉學考試簡章

閱卷
計算成績

寄發成績單

成績複查

放榜

報到及繳費註冊
並繳交相關證件
備取生依序遞補

回原校
繼續就讀

未錄取

錄取

召開招生委員會決定最低
錄取及榜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