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處業務簡介
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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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附上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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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附上

佐證資料。

（4） 送請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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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學生如何得知自己學業成績表現?
1、 可利用校務資訊系統查詢個人學期成績、歷年成績（包含期中預警資料）。

2、 可利用課程地圖查詢個人歷年修課記錄及畢業學分數實得情形（包含畢業資格）。



課務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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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學綱要上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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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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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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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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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排、作業、

測驗、問卷、課程議題討論及其他相關學習資源上傳至平台，學生可以隨時登入平台做

課程預習、複習或進行相關學習活動，使師生互動不只限於課堂上。自 99學年度起，本

校專、兼任教師，每學期所有任教科目，全部開設網路輔助教學課程，教師請於每學期

行事曆規定時間內完成上傳數位教材內容（教師如對網路學園操作、教材上傳及課程設

計有相關問題，可參加教師發展中心所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或親洽教師發展中心諮

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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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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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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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學意見調查

（1） 此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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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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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講義印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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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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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於經濟成本之考量，油印數量以三十張以上為原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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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凡使用教學平台授課之科目，不受理課程大綱之印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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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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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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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網路學園開課須知

網路學園 e-Learning平台，依 99年 6月 15日第四次行政會議核示，經 99年 7月 1日遠

距教學推動委員會決議通過修訂「文藻外語學院網路輔助教學平台管理規則」第二項第

一款：「本校專、兼任教師，每學期所有任教科目，全部開設網路輔助教學課程。」，並

自 99學年度起，適用實施。本學期網路學園作業時程：



日期 作業內容 對象

100年 9月 2日 網路學園開課 教務處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

100年 9月 3日起 數位教材內容上網 全校教師

100年 9月 9日 初選選課學生名單匯入 教務處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

100年 9月 21日 加退選後選課學生名單更新匯入 教務處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

網路學園開課後，課程狀態將預設為「準備中」；如教師欲開放課程數位教材內容，提

供選課學生線上學習，請將課程狀態設定為「開課」（設定方式：進入「辦公室環境」→

教室管理→課程設定→課程狀態→開課），學生方得登入課程瀏覽教材。

網路學園課程與學生相關問題，請洽詢教務處課務組（分機 2123）或進修部教務組

（分機 3114）；網路學園操作及課程教材設計等問題，請洽詢教師發展中心（分機

2913 或 2916）。

10、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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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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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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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海外僑生聯合招生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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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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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日五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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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姿品 本校各學制（日四技）招生試務等有關

事宜及招生宣導事務等有關事宜。

2134 96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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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wtuc.edu.tw/academic/recruitment/info/）中獲 

得資料。

Q3：本校 101學年度現有各學制與招生管道為何?

1、 現有各學制

（1） 研究所：華語文教學所【碩士班】、多國語複譯所【碩士班】、國際事業曁文化

交流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外語文教事業發展所【碩士在職專班】、創

意藝術產業所【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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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與傳播及傳播藝術系

（3） 日二技：英、法、德、西、日、翻譯系

（4） 日五專：英、法、德、西、日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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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進四技：英、法、德、西、日、國際企業管理系

（6） 進二技：英文系

2、 現有招生管道

各學制入學管道流程圖請見附件五。另外，100學年度本校亦有四技科技校院「繁

星計畫」（招生對象：高職與綜合高中畢業生）及「五專菁英班」（招生對象：

國中畢業生）兩個招生管道。

※ 100學年度本組年度工作目標

1、 進行 101學年度招生宣導工作，以參加 50~60所學校（高中、高職、國中）舉

辦之升學博覽會與說明會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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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業務組
目前有組長一人，成員二人，專案助理一人，成員組織及工作內容如下：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分機 E-mail

組長 謝仁和 綜理及督導所屬辦理有關各項計畫

之執行

2141 renher@mail.wtuc.edu.tw

組員 李伊顓 1、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2、 教育部「建立特色典範計畫」

3、 教育部「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計畫」

4、 職訓局「大專就業學程計畫」

5、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2142 97122@mail.wtuc.edu.tw

組員 陳淑美 1、 補助創新課程與教學獎補助

2、 教育部「跨領域學分學程計畫」

3、 教育部「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計畫」

4、 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立策略

聯盟計畫」

5、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2143 88030@mail.wtuc.edu.tw

專案

助理

林昱竹 1、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學學生預修

大學第二外語課程專班」計畫

2、 教育部補助「99-100學年度技專

校院多元語種課程專案計畫」

2144



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

1、 設立背景與目標

本校為推展歐洲文化與教學，整合校內各歐語系（科）及相關學系之資源，並

加強推廣歐盟與歐洲研究，增進本校學生國際視野，提升本校及台灣地區大專

校院有關歐洲聯盟之合作與交流，設置本校「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以下簡

稱「歐盟園區」），期望培育兼具外語專長與專業技能之人才投入就業市場，更

期許能夠為國人開啟通往歐洲的窗口。

(1) 提升歐洲語言與文化教育，培育複合型歐語人才（外語 + 專業）。

(2) 增強本校師生與南部地區大專校院對於歐洲聯盟與歐洲文化發展之相關研

究

(3) 建立本校與歐洲聯盟，以及國內歐洲學術與文化研究之合作交流平台。

(4) 積極參與全球與亞洲地區之歐洲聯盟中心網絡（Network of EU Centers）活

動。

2、 歐洲觀光文化導覽資源中心／文藻留學資訊中心

主要內容功能：

(1) 建置歐洲各國觀光景點、文化、衣食住行等相關資料。

(2) 為來訪外國人導覽台灣觀光景點。 

(3) 導覽解說員訓練。 

(4) 具小型說明會功能。

(5) 提供作為觀光學程學生實習、上課之場所。 

(6) 建置26台電腦提供學生上課、查詢留學資訊使用。

(7) 提供留遊學諮詢服務，並舉辦留遊學相關活動與講座。

3、 歐洲文化藝廊

主要內容功能：

(1) 建置歐盟歷史介紹導覽走廊、展示燈箱。

(2) 定期策劃舉辦常態專題海報展，提供校內外師生歐洲文化與歐盟相關知識。



4、 人員編制與職掌

「歐盟園區」隸屬於教務處，設有主任與助理各一人，成員組織及工作職掌如下：

職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分機 E-mail

主任 張守慧  統籌綜理本單位所有行政業務。

 管理本單位各項資源，評估各項資源

應用績效。

 整合研究資源，規劃本單位重點發展

方向。

 負責本單位校內外研究專案計畫之獎

勵與補助經費申請。

 研擬本單位建教合作及產官學合作計

畫。

 邀訪外賓，推動本單位相關之國內、

外學術交流。

 規劃與執行本單位相關之各項定期性

或非定期性展覽活動及學術研討

（習）會。

7501 87009@mail.wtuc.edu.tw

助理 黃筱涵  統籌綜理本單位各項業務彙整及行政

庶務之管理。

 統籌綜理本單位預算之編列並負責預

算控制與執行。

 負責本單位訪視外賓之接待工作。

 協助籌劃及執行本單位演講、研討

（習）會及展覽等各項活動。 

 承辦與國內外歐盟及歐洲相關機構之

合作，及其他與產官學相關業務之推

展。

 政府及民間機構視導、評鑑及申辦會

議。

7502 98140@mail.wtuc.edu.tw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 Dr. E-Learning 門診中心
(Language Diagnostic & Consulting Center, LDCC)

一、設立目標：

Dr. E-Learning門診中心旨在致力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學習動機及成效。中

心駐診 E師依循診斷輔導流程針對學生個人學習策略應用頻率、學習風格傾向、習

慣、英語檢測成效及遭遇的困難進行瞭解，更進而提供個人化的語言學習精進計畫

(處方簽)，結合方法的應用和聽、說、讀、寫、發音技巧的演練，定期追蹤輔導，並建

立線上英語學習檔案，以有效的方式讓學習更事半功倍。除定期預約診斷諮商與輔

導，客制的自學計畫內容，納入中心各類的自學、教師輔導及工作坊療程服務於其

中，可適性調整學生學習步驟，發展揮個人潛能。

二、服務項目 

（1）診斷諮商輔導  

（2）自學軟體課程

（3）主題式口語練習

（4）一對一練習

（5）迷你小組練習

（6）詩歌饒舌練習

（7）簡報練習

（8）處方課程(寒暑假)
（9）英語學習方法講座

（10） 外語字彙博弈專區

（11） 英語即時藥單

（12） 實力養成補救教學輔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