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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相關事項承辦單位辦理時間及洽詢電話註冊相關事項承辦單位辦理時間及洽詢電話註冊相關事項承辦單位辦理時間及洽詢電話註冊相關事項承辦單位辦理時間及洽詢電話    

辦理事項辦理事項辦理事項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 辦理時間辦理時間辦理時間辦理時間 
洽詢電話 

本校總機 07-3426031 

註冊報到 教務處註冊組 106 年 8 月 4 日 分機：2112-2114 

繳交學雜費 會計室 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4 日 分機：1302-1303 

辦理校內停車證 總務處事務組 開學後依公告 分機：2513 

新生制服訂購 總務處事務組 106 年 8 月 4 日 分機：2513 

抵免（免修）申請 教務處註冊組 106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 分機：2112-2114 

暑假上班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10-4:30。 

辦理時間如有變更，以本校網頁 http://www.wzu.edu.tw 相關公告為準。 

 

 

各科辦公室洽詢電話各科辦公室洽詢電話各科辦公室洽詢電話各科辦公室洽詢電話 

科科科科            系系系系 
洽詢電話 

本校總機 07-3426031 

英國語文科 分機：5304-5305 

法國語文科 分機：5602 

德國語文科 分機：5702 

西班牙語文科 分機：5802 

日本語文科 分機：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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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重要事項叮嚀教務處重要事項叮嚀教務處重要事項叮嚀教務處重要事項叮嚀 

親愛的家長：平安 

    竭誠歡迎 貴子女就讀文藻外語大學。開學在即，特向您說明本校實行學期學業成績三

分之二學分不及格、或連續兩學期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的退學規定、語言檢定畢業門檻，以

及相關資訊。教務處關心全體學生的課業學習與生命發展，目的皆為協助  貴子女順利完成

學業；除本處與各系科（中心）提供教學與輔導外，更需要您適時關懷  貴子女在學期間的

表現，以提高學習成效。 

 

(一一一一) 學業退學規定學業退學規定學業退學規定學業退學規定     

依本校學則規定：專專專專科部科部科部科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達該學期修習學達該學期修習學達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三分之二分總數三分之二分總數三分之二分總數三分之二、、、、或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達各學期修習學或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達各學期修習學或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達各學期修習學或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達各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二分之一者分總數二分之一者分總數二分之一者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應予退學應予退學應予退學應予退學。 

(二二二二) 語言檢定畢業門檻規定語言檢定畢業門檻規定語言檢定畢業門檻規定語言檢定畢業門檻規定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專科部專科部專科部專科部學生均學生均學生均學生均須須須須於畢業前通過於畢業前通過於畢業前通過於畢業前通過所屬所屬所屬所屬系系系系（（（（科科科科））））訂定之語言檢定標準訂定之語言檢定標準訂定之語言檢定標準訂定之語言檢定標準（（（（詳細要點如詳細要點如詳細要點如詳細要點如

次頁所示次頁所示次頁所示次頁所示））））及其他畢業及其他畢業及其他畢業及其他畢業條件條件條件條件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本校規劃 36 學分共同英語課程，專科部學生每人

每年一次免費參加由本校辦理的大學英檢考試，惟通過英語畢業門檻者，即不須再

參加此考試，且歷年英語檢定成績亦記載於歷年成績單上，方便同學掌握自己每年

的進步幅度；第二外語則無提供免費測驗，但各外語系每年均舉辦測驗，提供學生

應試機會，另，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亦有診斷輔導機制輔助學生學習、學

生畢業年度並設有替代課程補救教學措施等。敬請督促敬請督促敬請督促敬請督促 貴子貴子貴子貴子女女女女於畢業前通過語言檢於畢業前通過語言檢於畢業前通過語言檢於畢業前通過語言檢

定定定定門檻門檻門檻門檻及其他畢業及其他畢業及其他畢業及其他畢業條件條件條件條件規定規定規定規定，，，，以免畢業時以免畢業時以免畢業時以免畢業時發生發生發生發生無法領取學位證書的遺憾與困境無法領取學位證書的遺憾與困境無法領取學位證書的遺憾與困境無法領取學位證書的遺憾與困境。。。。 

(三三三三) 教務資訊系統教務資訊系統教務資訊系統教務資訊系統 

每位新生入學使用網路登錄基本資料後，即可透過網路資訊服務獲得相關校務資

訊，可即時上網查詢成績、課程資料、教學綱要，以及修改個人通訊資料等。此外，

亦提供家長查詢  貴子女在本校教務與學務方面的資訊，其登入路徑為：開啟文藻

首頁→於右上方點選「家長」→「資訊查詢」→「學生在校資訊查詢」→登入帳號

（貴子女的學號）、密碼（監護人的手機號碼）→ 進入後即可查詢 貴子女之相關

教務與學務資訊；每位學生亦擁有本校提供的電子郵件帳號，可接收各處室寄發之

重要訊息。 

若於求學期間欲辦理休學者，至遲須在期末考試（含畢業班期末考）開始前提出申

請；新生欲辦理休學者，須於註冊日前提出申請。寒、暑假期間辦理休學者，應於

該學期開學日前提出申請。每學期成績單大約期末考完畢後三週內會寄送給家長，

請協助確認  貴子女登錄之資料寄送地是否正確。如有學業成績方面的問題，請電

洽教務處註冊組。因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因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因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因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凡提供當事人資料給第三人者凡提供當事人資料給第三人者凡提供當事人資料給第三人者凡提供當事人資料給第三人者，，，，

須經當事人同意須經當事人同意須經當事人同意須經當事人同意；；；；又民法規定當事人滿又民法規定當事人滿又民法規定當事人滿又民法規定當事人滿 20 歲即成年歲即成年歲即成年歲即成年，，，，有其完全行為之能力有其完全行為之能力有其完全行為之能力有其完全行為之能力，，，，故故故故  貴貴貴貴

子女入學後如屆滿子女入學後如屆滿子女入學後如屆滿子女入學後如屆滿 20 歲歲歲歲，，，，需其本人同意後需其本人同意後需其本人同意後需其本人同意後，，，，才得將學業成績單寄予家長或監護人才得將學業成績單寄予家長或監護人才得將學業成績單寄予家長或監護人才得將學業成績單寄予家長或監護人。。。。

尚請您理解本項規定尚請您理解本項規定尚請您理解本項規定尚請您理解本項規定。。。。 

本校各系（科）電話分機列於手冊中，倘有未盡事宜，敬請電洽 貴子女所屬之系

（科）辦公室洽詢，有關教務處行政法規與各系（科）資訊，歡迎上本校網站查詢。

（本校網址 http://www.wzu.edu.tw）敬祝 

闔府安康！                                              教務處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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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語言能力檢定處理要點文藻外語大學語言能力檢定處理要點文藻外語大學語言能力檢定處理要點文藻外語大學語言能力檢定處理要點 
 

101月 6月 12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6月 19日校長核訂 

102年 7月 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8月 30日校長核定 

 

一、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學生外語能力之水準及增加就業競爭優勢，依本

校大學部、專科部學則，訂定「文藻外語大學語言能力檢定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實施對象：自 101 學年度起入學本校日間大學部（日四技、日二技）及專科部之新生適

用。 

三、 語言能力檢定標準由系訂定之，詳如附件「文藻外語大學各系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

經教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 日間大學部（日四技、日二技）或專科部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主修語言尚未通過

語言能力檢定標準者，得修習二期之「語言檢定畢業門檻替代課程」；副修語言尚未通

過語言能力檢定標準者，得修習一期之「語言檢定畢業門檻替代課程」（此項規範自 101

學年度起之畢業生適用）。 

外語教學系、翻譯系均以英文為主修語言。 

第一項之替代課程及格者視同語言能力檢定通過，惟其學位證書不另註記語言能力檢定

通過之證明。 

五、 就學期間修畢各系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以及通過本校或各系訂定之其他畢業規定，但未

通過各系訂定之語言能力檢定標準或修習「語言檢定畢業門檻替代課程」尚未全部及格

者，均屬延長修業年限學生，仍須按所屬學制之學則辦理相關就學事宜。 

六、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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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各科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文藻外語大學各科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文藻外語大學各科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文藻外語大學各科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 

    

一、 施行對象：自九十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專科部學生與九十一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大

學部（日間部四年制與二年制）學生，均需通過主副修語言能力檢定標準，方可符合畢

業資格。 

二、 各學制、系科英文第二套標準自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之畢業生方適用。 

三、 畢業資格：修畢各系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學業及操行成績均及格，且通過各系訂定之

語言能力檢定標準、勞作教育及本校或各系訂定之其他畢業規定者，始得畢業。 

四、 五年制專科部各科語言能力檢定標準如下： 

科別 
五年制專科部 

主修 副修 

英文科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 260 分 

副
修 
法
文 

1.法語能力測驗進階初級 200 分 
2.FLPT 法語能力測驗 150 分 
3.DELF A2級 

副
修 
德
文 

1.歌德 B1級德語檢定考四科分項成績達及門
檻 60 分「尚可級」以上 

2.FLPT 德語能力測驗 150 分，口試 S2 以上 
3.德語職場檢定考試『BULATS』B1級 

副
修 
西
文 

1.DELE 西語能力測驗 B1 總分 50 分（新制） 
2.FLPT 西語能力測驗 150 分 
3.西班牙語職場檢定考試『BULATS』B1級 

副
修 
日
文 

1.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3 各分項成績
最低分門檻，且總分達到合格分數。 

2.F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150 分（含）以上。 

法文科 
1.法語能力測驗進階中級 350 分 
2.FLPT 法語能力測驗 170 分 
3.DELF B1級 

1.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 240 分 
2.入學時第一次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未達

110 分者，進步 130 分以上 

德文科 

1.歌德 B1 級德語檢定考四科分項成績達
及格門檻 60 分「尚可級」以上 

2.FLPT 德語能力測驗 150 分，口試 S2 以 
上 

3.德語職場檢定考試『BULATS』B1級 

1.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 240 分 
2.入學時第一次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未達

110 分者，進步 130 分以上 

西文科 

1.DELE 西語能力測驗 B1 總分 60 分(新
制) 

2.FLPT 西語能力測驗 150 分 
3.西班牙語職場檢定考試『BULATS』 

B1級 

1.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 240 分 
2.入學時第一次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未達

110 分者，進步 13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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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五年制專科部 

主修 副修 

日文科 

1.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1 各分項
成績最低分門檻，且總分達到合格分數
之 60 分（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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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F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180 分 

1.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 240 分 
2.入學時第一次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未達

110 分者，進步 130 分以上 

各語言檢定細則請參考教務處網頁：http://c003.wzu.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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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106 學年度專科部新生註冊須知學年度專科部新生註冊須知學年度專科部新生註冊須知學年度專科部新生註冊須知 

 

一一一一、、、、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註冊日期：：：：106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1、、、、  9:00-10:00  英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 

2、、、、 10:00-10:40  法國語文科法國語文科法國語文科法國語文科、、、、西班牙語文科西班牙語文科西班牙語文科西班牙語文科 

3、、、、 10:40-11:30  德國語文科德國語文科德國語文科德國語文科、、、、日本語文科日本語文科日本語文科日本語文科 

二二二二、、、、    註冊地點註冊地點註冊地點註冊地點：：：：正氣樓正氣樓正氣樓正氣樓 2 樓樓樓樓 E211 教室辦理報到教室辦理報到教室辦理報到教室辦理報到（（（（交通指南及校區圖如底頁交通指南及校區圖如底頁交通指南及校區圖如底頁交通指南及校區圖如底頁）））） 

三三三三、、、、    開學日期開學日期開學日期開學日期：：：：106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四四四四、、、、    正式上課日期正式上課日期正式上課日期正式上課日期：：：：106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18 日上午開學典禮日上午開學典禮日上午開學典禮日上午開學典禮，，，，下午正下午正下午正下午正式上課式上課式上課式上課。。。。 

五五五五、、、、    繳費繳費繳費繳費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106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1、、、、 即日起至即日起至即日起至即日起至 106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4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申請就學貸款及減免學雜費者可緩繳申請就學貸款及減免學雜費者可緩繳申請就學貸款及減免學雜費者可緩繳申請就學貸款及減免學雜費者可緩繳），），），），請依以請依以請依以請依以

下方式擇一繳費下方式擇一繳費下方式擇一繳費下方式擇一繳費：：：：  

(1) 台灣企銀各地分行臨櫃繳款。 

(2) 各家銀行自動提款機轉帳繳款（不受單日三萬元之限制）。 

(3) 特約銀行信用卡（中國信託 i 繳費平台）之網路或語音繳款。（選擇信用

卡繳費方式，請於 106 年 8 月 4 日星期五前完成操作）。 

(4) 統一及全家便利商店代收須自行負擔手續費。 

2、 繳費金額及相關事項請參照學雜費繳費單說明，並憑繳費收據或交易明細表到

校辦理註冊。 

3、 選擇信用卡繳費方式：請於註冊日前完成操作，註冊當日若銀行尚未入帳，請

提供信用卡繳費操作日期備查。 

4、 註冊當日亦有本校配合之銀行派員協助代收學雜費。 

5、 繳費金額及相關事項請參照學雜費繳費單明，繳費收據或交易明細表請妥為保

管，繳費異常時，請提供查核。 

6、 補發學雜費繳費單、查詢繳費狀況（繳費完成者）、繳費後列印繳費證明，請

利用本校網頁「資訊服務入口網→校務資訊系統→繳費系統」功能查詢及下載。 

7、 相關學雜費及繳費流程，請洽會計室或至會計室網頁之【資訊服務】查詢；如

有疑問，請洽會計室承辦人員 07-3426031轉分機 1303。 

8、 有關各類就學優貸、減免相關事宜，請洽學務處承辦人員 07-3426031轉分機

2212。 

9、 新生應按規定時間辦理繳費手續，逾時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註冊，取消錄取

資格。 

六六六六、、、、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一) 學生因故欲申請休學者，必需先完成以下手續�學歷證件繳交�上網登錄「新生基

本資料」�填寫休學申請書（註冊組網頁下載），方得辦理休學，新生於註冊日前

完成休學申請者免繳費，註冊日後辦理者，應先完成註冊繳費後方得辦理休學。 

(二) 學雜費繳費單之號碼為流水號而非正式新生學號，請於 7 月 18 日後至本校資訊服

務入口網查詢。 

(三) 繳費日期如有變更，以本校教務處網頁（http://c003.wzu.edu.tw/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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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告為準，恕不另行個別書面通知。 

(四) 專科部新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高中及高職修習及格之等同科目學

分，可申請免修或抵免學分。相關辦法請詳閱教務處註冊組網頁之「文藻外語大學

附設專科部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 

(五) 本學年度行事曆請至 http://www.wz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97#01 網

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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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註冊註冊註冊註冊當日應當日應當日應當日應繳交文件繳交文件繳交文件繳交文件 

繳交各類表件 負責單位 備註 

一 

�教務處【重要事項】回執聯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請寫上

科別、學號，報到未繳交者補繳） 

�2吋照片一張（製作學生證用，背面請寫上

科別、學號及姓名；報到未繳交者補繳） 

註冊組 

新生基本資料上網登錄開放日期自 7 月

18 日上午 9:00 至 8 月 4 日註冊結束，

操作說明詳 P.9，完成後無須列印完成後無須列印完成後無須列印完成後無須列印。。。。 

二 
高職免學費 

(正反兩面) 

�「免學費」補助申請表 

�切結書 

生活輔 

導組 

詳情請翻閱【文藻新鮮人入學大小事】

手冊 

三 

兵役緩徵 
�兵役調查表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軍訓室 
詳情請翻閱【文藻新鮮人入學大小事】

手冊 

乘車申請 
�乘車申請表(台南-文藻) 

�校車登記 

�住宿生住宿用品訂購單（p.21） 

�學生住宿同意契約書 

�住宿繳費單收據 

四 新生生活營 膳宿費用1,000元 
課外活動

指導組 

詳情請翻閱【第52屆新生生活營－營長

的一封信】三折頁 

五 
�學雜費繳費收據 

�收取各校費用 

會計室 

銀行人員 

學雜費繳費收據查驗後歸還、銀行人員收取各項費用（新生生活營膳宿費除外） 

六 

�制服登記表（p.16） 

�運動服登記表（p.17） 

�書包登記表（p.18） 

�皮帶登記表（p.19） 

�皮鞋訂購單（p.20） 

事務組 

註冊當天套量制服尺寸，若學生不克參

加註冊者，請自行至本校萊爾富便利商

店購買（行政大樓B1）。 

七 健康事件通知單 
衛生保 

健組 

詳情請翻閱【文藻新鮮人入學大小事】

手冊 

八 五專部新生生活適應測驗施測家長同意書 
諮商與輔

導中心 

詳情請翻閱【文藻新鮮人入學大小事】

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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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生基本資料登錄操作說明文藻外語大學新生基本資料登錄操作說明文藻外語大學新生基本資料登錄操作說明文藻外語大學新生基本資料登錄操作說明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開啟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 http://www.wzu.edu.tw 進入文藻外語大學首頁。 

請使用請使用請使用請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6.0 版以上登入版以上登入版以上登入版以上登入，，，，Firefox 或或或或 Google 瀏覽器無法正確顯示網頁瀏覽器無法正確顯示網頁瀏覽器無法正確顯示網頁瀏覽器無法正確顯示網頁。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點選右上方選項【資訊服務入口網】。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三三三三：進入此畫面後，請先點選【查詢學號】，以確認您的學號、登入帳號及密碼等資訊。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查詢學號時查詢學號時查詢學號時查詢學號時，，，，須啟用網須啟用網須啟用網須啟用網頁瀏覽器頁瀏覽器頁瀏覽器頁瀏覽器「「「「彈出式視窗彈出式視窗彈出式視窗彈出式視窗」」」」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建議先將防毒軟體或瀏覽器阻建議先將防毒軟體或瀏覽器阻建議先將防毒軟體或瀏覽器阻建議先將防毒軟體或瀏覽器阻

擋擋擋擋「「「「彈出式視窗彈出式視窗彈出式視窗彈出式視窗」」」」功能取消功能取消功能取消功能取消，，，，以便資料輸入能順利進行以便資料輸入能順利進行以便資料輸入能順利進行以便資料輸入能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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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看到此畫面後，請依下述步驟 1、2、3操作。 

 

1. 身分證字號：請輸入您完整的身分證字號。 

2. 請選擇學制：請點選右方下拉選單選擇您錄取的學制。 

3. 點選【送出查詢】之後會出現學號、登入帳號及登入密碼提示。 

 

4. 記住您的登入帳號（學號）及密碼（請依畫面中提示）後，點選【關閉此視窗】回

到步驟三畫面。 

 

步驟五步驟五步驟五步驟五：請在登入畫面的帳號欄輸入您的帳號、密碼及隨機圖片文字（英文字母大小寫請輸

入與顯示圖片相同），之後點選【登入】。 

 

1 

2 

3 

帳號：學號學號學號學號 

密碼：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    

((((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英文英文英文英文字母大寫字母大寫字母大寫字母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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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步驟六步驟六步驟六：成功登入系統之後，請依下述步驟 1、2操作。 

1. 點選左方選單【校務資訊】下的【校務資訊系統（學生）】。 

2. 【校務資訊系統（學生）】的樹狀選單有許多功能項目，請直接點選【登錄】�【教

務登錄作業】�【新生基本資料登錄作業】。 

 
 

步驟七步驟七步驟七步驟七：：：：本資料表共有五部分：�基本資料、�通訊資料與教育程度資料、�兵役資料（免

服役同學不必填寫）、�監護人資料及�家庭成員資料，請依序將資料詳細輸入。 

1. 基本資料：輸入個人基本資料【【【【英文姓名請填寫中文姓名英文譯音英文姓名請填寫中文姓名英文譯音英文姓名請填寫中文姓名英文譯音英文姓名請填寫中文姓名英文譯音，，，，

例如中文姓名例如中文姓名例如中文姓名例如中文姓名『『『『林美華林美華林美華林美華』』』』，，，，英英英英文姓名文姓名文姓名文姓名『『『『LIN,▲▲▲▲MEI-HUA』』』』，，，，其中其中其中其中””””▲▲▲▲””””表示空白一格表示空白一格表示空白一格表示空白一格，，，，且皆為英文大寫且皆為英文大寫且皆為英文大寫且皆為英文大寫（（（（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護照護照護照護照範本如下範本如下範本如下範本如下）））），，，，

於最後一頁附上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於最後一頁附上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於最後一頁附上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於最後一頁附上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p.25）））），，，，以上皆僅以上皆僅以上皆僅以上皆僅

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供參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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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銀行帳戶資料：請鍵入學生本人帳戶請鍵入學生本人帳戶請鍵入學生本人帳戶請鍵入學生本人帳戶，，，，未開戶者煩請儘快開戶未開戶者煩請儘快開戶未開戶者煩請儘快開戶未開戶者煩請儘快開戶【【【【因因因因

就學期間如遇獎就學期間如遇獎就學期間如遇獎就學期間如遇獎(助助助助)學金學金學金學金、、、、休退學等相關匯帳事宜皆以學生本休退學等相關匯帳事宜皆以學生本休退學等相關匯帳事宜皆以學生本休退學等相關匯帳事宜皆以學生本

人帳戶為主人帳戶為主人帳戶為主人帳戶為主】】】】，請點選右側【查詢】按鈕，會帶出銀行帳戶查詢視窗。請逐一

點選下拉式選單：類別、銀行、縣市、分行等查詢條件後，請點選右側【確定】。 

B、按下【確定】，下方會自動帶出銀行名稱、分行名稱及代號。 

 
C、請將滑鼠移至學生本人開戶之銀行名稱上（反黑如圖示）並點選。 

D、確認此銀行帳號為確認此銀行帳號為確認此銀行帳號為確認此銀行帳號為『『『『學生本人學生本人學生本人學生本人』』』』開戶開戶開戶開戶帳號帳號帳號帳號，，，，點選點選點選點選【【【【確定確定確定確定】，】，】，】，即即即即

自動將自動將自動將自動將所選所選所選所選銀行資料帶銀行資料帶銀行資料帶銀行資料帶入入入入回基本資料中回基本資料中回基本資料中回基本資料中。。。。 

E、請輸入銀行帳號後，按【下一步】，完成第一部分之基本資料登錄。 

2. 通訊資料與教育程度資料： 

A、畢肄業學校：畢肄業學校請輸入關鍵字查詢，例如：高雄市道明中學，請輸入「道

明」或「道」或「明」後，按【查詢】，即於跳出視窗中挑選學校，點選後即自動

帶入資料中。 

B、畢業科系查詢輸入方式亦同。 

C、按【下一步】，完成第二部分通訊資料與教育程度資料登錄。 

3. 兵役資料（免服役同學不需填寫）： 

4. 監護人資料： 

A、未滿二十歲且未婚需填寫監護人資料。 

B、若監護人為家庭成員之一則會在家庭成員中，自動加入監護人之資料；當您修改

監護人之資料時，則家庭成員中的資料亦會一併修改。 

5. 家庭成員資料： 

A、新增： 

a、當您尚未填寫任何家庭成員資料時， 

1請填寫「欲新增家庭成員」人數，不含本人及監護人，如尚有 2 個人，則人

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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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寫完人數後，請按【下一步】。 

3請輸入第 2 位家庭成員資料： 

4輸入完畢後請按【下一步】。 

b、當您已輸入部分家庭成員，欲再新增時， 

1請填入欲新增之家庭成員人數。 

2請按【下一步】。 

3請輸入家庭成員資料。 

4輸入完畢後請按【下一步】即可。 

B、查看：於「成員姓名」處按滑鼠左鍵一下點選查看。 

※查看完畢後按【關閉此視窗】。 

C、修改： 

1請在修改挑選欄，點選欲修改的家庭成員。 

2按【下一步】即可將資料帶出修改。 

3資料修改完成後按【下一步】完成修改。 

D、刪除： 

1請在刪除勾選欄勾選欲刪除成員（可複選）。 

2按【下一步】。 

3請確認是否執行刪除動作。 

4按下【確定】以關閉訊息視窗。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八八八八：新生資料輸入確認全部完成，請按【確認完成】按鈕。 

 

步驟九步驟九步驟九步驟九：：：：新生綜合資料表。（按按按按確定後請離開列印畫面確定後請離開列印畫面確定後請離開列印畫面確定後請離開列印畫面，，，，無須列印無須列印無須列印無須列印））））    

步驟十步驟十步驟十步驟十：：：：完成後按「登出」按鈕，離開資料建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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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英英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問卷填寫操作說明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問卷填寫操作說明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問卷填寫操作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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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西日

語主修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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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網站註冊並完成問卷填寫中心網站註冊並完成問卷填寫中心網站註冊並完成問卷填寫。此問卷填寫已此問卷填寫已此問卷填寫已此問卷填寫已

列入註冊程序之一列入註冊程序之一列入註冊程序之一列入註冊程序之一，，，，請在開學請在開學請在開學請在開學 3 週內完成填寫週內完成填寫週內完成填寫週內完成填寫，，，，若未在時間內完成問卷填寫若未在時間內完成問卷填寫若未在時間內完成問卷填寫若未在時間內完成問卷填寫，，，，將視同未完成將視同未完成將視同未完成將視同未完成

註冊程序註冊程序註冊程序註冊程序。。。。請同學務必完成兩份問卷填寫請同學務必完成兩份問卷填寫請同學務必完成兩份問卷填寫請同學務必完成兩份問卷填寫，，，，以免影響您的權益以免影響您的權益以免影響您的權益以免影響您的權益。。。。中心將定期公告註冊情形中心將定期公告註冊情形中心將定期公告註冊情形中心將定期公告註冊情形，，，，

並通知各並通知各並通知各並通知各班導師周班導師周班導師周班導師周知知知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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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3，或親洽文藻外診中心（露德樓 3F）。敬祝  

平安順利！ 

 

英英英英////外診外診外診外診中心註冊及問卷填寫步驟中心註冊及問卷填寫步驟中心註冊及問卷填寫步驟中心註冊及問卷填寫步驟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文藻首文藻首文藻首文藻首頁頁頁頁 www.wzu.edu.tw，，，，從快速從快速從快速從快速連連連連結結結結中中中中，，，，點點點點選選選選英外英外英外英外語能力語能力語能力語能力診斷輔導診斷輔導診斷輔導診斷輔導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2: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英英英英////外診外診外診外診中心網頁後中心網頁後中心網頁後中心網頁後，，，，點點點點選選選選預約預約預約預約////報名報名報名報名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3:    選選選選擇擇擇擇英英英英語語語語////主主主主修語言修語言修語言修語言診斷平台診斷平台診斷平台診斷平台，，，，輸入輸入輸入輸入帳帳帳帳號號號號（（（（學號學號學號學號））））////密碼密碼密碼密碼（（（（與校務系統與校務系統與校務系統與校務系統相相相相同同同同））））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4:    選選選選填填填填來訪來訪來訪來訪中心的目的中心的目的中心的目的中心的目的及及及及你你你你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得知本中心得知本中心得知本中心得知本中心，，，，完成後完成後完成後完成後按按按按確確確確認認認認後註冊後註冊後註冊後註冊    

 

 

 

 

 

 

 

 

 

 

 

登入帳號為：學號 

密碼為：與校務系統相同 

預設密碼為：身分證字號 （第一個英文字母大寫） 
Email 請填寫學校 Email。學校個人

Email 組成方式如下: 

學號@st106.wzu.edu.tw 

※ 備註: 

學號處請自行替換為您的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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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5: 請請請請點開點開點開點開填寫學習填寫學習填寫學習填寫學習風風風風格問卷格問卷格問卷格問卷////填寫學習填寫學習填寫學習填寫學習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問卷問卷問卷問卷((((兩份問卷兩份問卷兩份問卷兩份問卷皆皆皆皆必須填寫必須填寫必須填寫必須填寫))))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6: 請請請請了了了了解問卷填寫的解問卷填寫的解問卷填寫的解問卷填寫的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後後後後，，，，點點點點選選選選����我己我己我己我己詳詳詳詳細細細細閱讀閱讀閱讀閱讀，，，，然然然然後後後後按按按按開開開開始作答始作答始作答始作答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7: 填填填填答答答答完畢後完畢後完畢後完畢後，，，，請點請點請點請點選選選選送送送送出出出出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8: 兩份問卷兩份問卷兩份問卷兩份問卷皆皆皆皆填寫完畢後填寫完畢後填寫完畢後填寫完畢後，，，，請點請點請點請點選選選選確確確確認認認認後修後修後修後修改改改改，，，，才才才才算算算算完成問卷填寫完成問卷填寫完成問卷填寫完成問卷填寫存檔存檔存檔存檔    

    

 
 
※※※※如要確如要確如要確如要確認是否認是否認是否認是否已完成兩份問卷的填寫已完成兩份問卷的填寫已完成兩份問卷的填寫已完成兩份問卷的填寫，，，，請請請請見見見見歷歷歷歷年學習年學習年學習年學習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問卷問卷問卷問卷/學習學習學習學習風風風風格問卷格問卷格問卷格問卷處處處處（（（（請請請請參考參考參考參考上上上上

圖圖圖圖）））），，，，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有出有出有出有出現現現現填寫的時間及問卷分填寫的時間及問卷分填寫的時間及問卷分填寫的時間及問卷分析析析析。。。。如有如有如有如有，，，，即即即即表表表表示已成功完成兩份問卷填寫示已成功完成兩份問卷填寫示已成功完成兩份問卷填寫示已成功完成兩份問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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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專專專專科科科科部新生制服登記表部新生制服登記表部新生制服登記表部新生制服登記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男生 □女生 

名稱 數量 女生售價 男生售價 修改數量 備註 

外套 一件  880  880  制服購買數量

乃學校依日常

需求所訂定，若

同學認為過多

可自行修改，欲

加買者請於開

學後再購買。 

背心 一件  390  390  

女生花格裙／男生長褲 二件  840 1,700  

長袖襯衫 二件  600  700  

短袖襯衫 二件  580  680  

女生領結／男生領帶 一件   35   90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全全全全買買買買 3,325 4,440 ─── 

 量製尺寸 

 
 
 

    

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制服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制服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制服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制服繳費證明繳費證明繳費證明繳費證明    

  班級：                 學號：               姓名：              □男生 □女生 

名稱 數量 女生售價 男生售價 修改數量 收費簽章 

外套 一件  880  880   

背心 一件  390  390  

女生花格裙／男生長褲 二件  840 1,700  

長袖襯衫 二件  600  700  

短袖襯衫 二件  580  680  

女生領結／男生領帶 一件   35   90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全全全全買買買買 3,325 4,440 ───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專專專專科科科科部新生制服部新生制服部新生制服部新生制服繳費證明繳費證明繳費證明繳費證明    

  班級：               學號：               姓名：                  □男生 □女生 

名稱 數量 女生售價 男生售價 修改數量 收費簽章 

外套 一件  880  880   

背心 一件  390  390  

女生花格裙／男生長褲 二件  840 1,700  

長袖襯衫 二件  600  700  

短袖襯衫 二件  580  680  

女生領結／男生領帶 一件   35   90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全全全全買買買買 3,325 4,440 ───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註：每一聯須同時填寫班級、學號、姓名，若不修改數量即表示按照學校所定 
      數量購買；一經訂購繳交費用後恕不退費。 

         
制服廠商聯 

廠商收費收執聯 

學生繳費證明聯 

------------------------------------------------------------------------------------------------------------------------------------------------------------------------------------------- 

	
 



17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專專專專科科科科部新生運動服登記表部新生運動服登記表部新生運動服登記表部新生運動服登記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男生 □女生 

品名 數量 售價 修改數量 備註 

運動夾克(含電繡學號) 一件 450  

 

運動長褲 一件 160  

運動短褲 一件 120  

運動短袖上衣 二件 400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全全全全買買買買 1110 ─── 

 量製尺寸 

 

 
 

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運動服繳費證明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運動服繳費證明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運動服繳費證明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運動服繳費證明    

  班級：              學號：               姓名：                  □男生 □女生 

品名 數量 售價 修改數量 收費簽章 

運動夾克(含電繡學號) 一件 450  

 

運動長褲 一件 160  

運動短褲 一件 120  

運動短袖上衣 二件 400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全全全全買買買買 1110 ───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運動服繳費證明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運動服繳費證明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運動服繳費證明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運動服繳費證明    

  班級：               學號：               姓名：                  □男生 □女生 

品名 數量 售價 修改數量 收費簽章 

運動夾克(含電繡學號) 一件 450  

 

運動長褲 一件 160  

運動短褲 一件 120  

運動短袖上衣 二件 400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全全全全買買買買 1110 ───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註：每一聯須同時填寫班級、學號、姓名，若不修改數量即表示按照學校所定 

      數量購買；一經訂購繳交費用後恕不退費。 

        
運動服廠商聯 

廠商收費收執聯 

學生繳費證明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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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專專專專科科科科部新生書包部新生書包部新生書包部新生書包訂購單訂購單訂購單訂購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品名 數量 售價 訂購種類 備註 

書包 

一個 350 □肩背式書包  

一個 350 □後背式書包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    參參參參    佰佰佰佰    伍伍伍伍    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 

收費簽章 

   

  註：每一聯須同時填寫班級、學號、姓名，若皮帶有過長或短請當場告知廠商做修改； 

一經訂購繳交費用後恕不退費。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專專專專科科科科部新生書包部新生書包部新生書包部新生書包訂購單訂購單訂購單訂購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品名 數量 售價 訂購種類 備註 

書包 

一個 350 □肩背式書包  

一個 350 □後背式書包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    參參參參    佰佰佰佰    伍伍伍伍    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拾元整 

收費簽章 

 

 

 
 
 
 
 
 

廠商收費收執聯 

------------------------------------------------------------------------------------------------------------------------------------------------------------------------------------------- 

	
 

學生繳費證明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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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帶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帶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帶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帶訂購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廠商收費收執聯 

 
 

 

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帶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帶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帶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帶訂購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學生收執聯 

品名 數量 售價 訂購種類 

皮帶 一條 

 100 □女生皮帶 

80  □男生皮帶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      壹佰元整壹佰元整壹佰元整壹佰元整  

   捌拾元整捌拾元整捌拾元整捌拾元整 

收費簽章 

品名 數量 售價 訂購種類 

皮帶 一條 

 100 □女生皮帶 

80  □男生皮帶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      壹佰元整壹佰元整壹佰元整壹佰元整  

   捌拾元整捌拾元整捌拾元整捌拾元整 

收費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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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鞋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鞋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鞋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鞋訂購單（（（（選購選購選購選購）））） 

   班級：               學號：               姓名：                  □男生 □女生 

需要者 

請打
 名稱 售價 型號 預訂 現領 

 
  女生皮鞋（綁帶式） 700    

 
  女生皮鞋（簡易式） 700  

 
  男生皮鞋（綁帶式） 750  

 
  男生皮鞋（簡易式） 750  

 
女生氣墊鞋（綁帶式） 850 

   

 
女生氣墊鞋（黏扣式） 850 

 

 
男生氣墊鞋（綁帶式） 900 

 

 
男生氣墊鞋（黏扣式） 900 

 

繳費金額繳費金額繳費金額繳費金額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收費簽章： 

 註：有需要購買皮鞋的同學，請於註冊時勾選後丈量型號並繳交費用。 

  同學若當場領取皮鞋時，請於『現領』欄位簽名。（一經訂購不得退貨） 

 

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鞋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鞋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鞋訂購單文藻外語大學專科部新生皮鞋訂購單（（（（選購選購選購選購）））） 

  班級：                學號：               姓名：                  □男生 □女生 

需要者 

請打
 名稱 售價 型號 預訂 現領 

 
  女生皮鞋（綁帶式） 700 

   

 
  女生皮鞋（簡易式） 700 

 

 
  男生皮鞋（綁帶式） 750 

 

 
  男生皮鞋（簡易式） 750 

 

 
女生氣墊鞋（綁帶式） 850 

   

 
女生氣墊鞋（黏扣式） 850 

 

 
男生氣墊鞋（綁帶式） 900 

 

 
男生氣墊鞋（黏扣式） 900 

 

繳費金額繳費金額繳費金額繳費金額      仟仟仟仟      佰佰佰佰      拾拾拾拾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收費簽章： 

 註：有需要購買皮鞋的同學，請於註冊時勾選後丈量型號並繳交費用。 

  同學若當場領取皮鞋時，請於『現領』欄位簽名。（一經訂購不得退貨） 

廠商收費收執聯 

------------------------------------------------------------------------------------------------------------------------------------------------------------------------------------------- 

	
 

學生繳費證明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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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聯 

文藻外語大學住宿用品訂製單文藻外語大學住宿用品訂製單文藻外語大學住宿用品訂製單文藻外語大學住宿用品訂製單（選購） 

 
 班級：         學號：          姓名：           

需要者請打
 名稱 售價 備註 

 棉被+被套（4.5 x 6.5） 580  

 枕頭+枕套（1.2 x 1.5）  85  

 兩用床墊（3 x 6） 500  

    

合計金額          元 

註：一、住校生請於註冊時繳回本單，以便訂製。 
二、列表中各項可自由選購，報到當日不另訂購。 

三、第一、二聯須同時填寫，連同住宿申請單繳回。 

四、住宿申請若無核准，本單視為無效。 

五五五五、、、、住宿用品之費用於進住日領物繳款住宿用品之費用於進住日領物繳款住宿用品之費用於進住日領物繳款住宿用品之費用於進住日領物繳款。。。。 
 

 
 
 

文藻外語大學住宿用品訂製單文藻外語大學住宿用品訂製單文藻外語大學住宿用品訂製單文藻外語大學住宿用品訂製單(選購)    
 

班級：      學號：            姓名：                

需要者請打
 名稱 售價 備註 

 棉被+被套（4.5 x 6.5） 580  

 枕頭+枕套（1.2 x 1.5）  85  

 兩用床墊（3 x 6） 500  

    

合計金額          元 

註：一、住校生請於註冊時繳回本單，以便訂製。 
二、列表中各項可自由選購，報到當日不另訂購。 

三、第一、二聯須同時填寫，連同住宿申請單繳回。 

四、住宿申請若無核准，本單視為無效。 

五五五五、、、、住宿用品之費用於進住日領物繳款住宿用品之費用於進住日領物繳款住宿用品之費用於進住日領物繳款住宿用品之費用於進住日領物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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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搭乘學生專車登記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1.發車後，中途若放棄搭乘，恕不辦理退費。
                      收費章:

 

2.如搭乘人數未滿 28人，校車將停開並依據乘車天數比例辦理退費。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     事務組收執聯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106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搭乘學生專車繳費證明單學期搭乘學生專車繳費證明單學期搭乘學生專車繳費證明單學期搭乘學生專車繳費證明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1.發車後，中途若放棄搭乘，恕不辦理退費。
                      收費章:

 

2.如搭乘人數未滿 28人，校車將停開並依據乘車天數比例辦理退費。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        出納組收執聯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106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搭乘學生專車繳費證明單學期搭乘學生專車繳費證明單學期搭乘學生專車繳費證明單學期搭乘學生專車繳費證明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1.發車後，中途若放棄搭乘，恕不辦理退費。
                      收費章:

 

2.如搭乘人數未滿 28人，校車將停開並依據乘車天數比例辦理退費。         

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繳交金額：：：：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壹萬伍仟柒佰伍拾元整 學生收執聯 
 

選擇搭乘專車路線 每學期搭乘費用 備註 

□ 台南線 NT$15,750 

每一聯須同時填寫班級、學號

及姓名，發車後若中途放棄搭

乘，恕不辦理退費。 

選擇搭乘專車路線 每學期搭乘費用 備註 

□ 台南線 NT$15,750 

每一聯須同時填寫班級、學號

及姓名，發車後若中途放棄搭

乘，恕不辦理退費。 

選擇搭乘專車路線 每學期搭乘費用 備註 

□ 台南線 NT$15,750 

每一聯須同時填寫班級、學號

及姓名，發車後若中途放棄搭

乘，恕不辦理退費。 



23 
 

106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專科部一年級書籍明細單及書價與教科書售書時間及地點學期專科部一年級書籍明細單及書價與教科書售書時間及地點學期專科部一年級書籍明細單及書價與教科書售書時間及地點學期專科部一年級書籍明細單及書價與教科書售書時間及地點 

 

 
一、 售書時間：106 年 9 月 13 日(三)至 15 日(五) 9:30~17:30 及 9 月 16 日(六) 9:30~12:00 

地    點：本校明園 J101 及 J102 教室  

【9 月 18 日後請至至善樓 B1F敦煌書局門市購買；營業時間依門市公告】。 

 

二、 換書期限：106 年 10 月 02 日(一)至 106 年 10 月 13 日(五) 9:00~18:00，星期六日公休，

攜帶【書單客戶聯】辦理，逾期、未出示書單客戶聯或遺失者，恕不接受辦理。【註：

請務必保持書籍完整之可販售書況】。 

 

三、 領取發票時間﹕106 年 10 月 02 日(一)至 106 年 10 月 13 日(五) ，於退書完成後持【書

單客戶聯】領取； 逾期、未出示書單客戶聯或遺失者，恕不接受辦理。【逾期所有尚未

領取之發票將統一捐贈社福團體】 

 科目名稱 使用班級 書名 
出版 代理 

定價 售價 英文 

專一 

Pronunciation Plus (SB) 華泰 820 697 

Listen In Book 2 (Asia Special Edition) 海學 560 476 

Interchange 2 Student's Book with Self-study 

DVD-ROM(4/e) 
華泰 580 493 

AZAR-Fundamentals of English Grammar 4/e  敦煌 620  527  朗文當代高級辭典 (英英.英漢雙解) 第五版 文鶴 1200  1020  

英文閱讀與寫作(一) 

Reading Explorer 2 ,2/e 海學 612 520 

Great Writing 2014 Student Book with Access Code 1 

(4/e): Great Sentences for Great Paragraphs 
敦煌 600 510 

Bookworms Library 3: A Christmas Carol (1000 字) N/e 小氣財神 
敦煌 175  149  

Penguin Readers N/e 3: Stories from Shakespeare (1200字) 
文鶴 200 170  

Penguin Readers N/e 1: Mother Teresa (300 字) 文鶴 170 145  

Penguin Readers N/e 4: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1700 字) 
東華 170 145  

Richmond Readers (4)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with Audio CDs/3 片 
東華 170 145 數學(一) 數學 (全一冊) 東華 580 493 音樂 音樂欣賞 新文京 450 405 中國文學簡述 

書單未確定          書單未確定          書單未確定          書單未確定          德文(一) 德語會話(一) 

XE1A 

XG1A 

Schritte international 1 - Kursbuch + Arbeitsbuch mit 

Audio-CD zum Arbeitsbuch und interaktiven Ubungen 課本+練習 

敦煌 650 553  

Schritte international 1-字彙 敦煌 150  128  

Schritte international 2 - Kursbuch + Arbeitsbuch mit 

Audio-CD zum Arbeitsbuch und interaktiven Ubungen 課本+練習 

敦煌 660 561  法文(一)               法語會話(一) 

 
XE1A/ 

XE1C/ XF1A 

Echo [A1] - Livre De L'eleve + Dvd-rom + Livre-web 

(Second Edition) 課本+DVD (第二版) 
敦煌 900 765 

Echo [A1]- Cahier d'exercices + CD audio (Second 

Edition) 練習本+CD (第二版) 
敦煌 600 510 法文發音與聽力練 習 

法語發音入門 敦煌 490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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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使用班級 書名 
出版 代理 

定價 售價 法文工具書 
依個人需求購買 

文橋現代法漢辭典(依個人需求購買) 敦煌 700 595 西文(一)               西文會話(一) 

XS1A/ 

XE1B/ XE1C 

Nuevo Suena 1(A1-A2) - Libro del Alumno 課本+2CDs 敦煌 850 723 

Nuevo Suena 1(A1-A2) - Cuaderno de Ejercicio 練習本
s+CD 

敦煌 530 451 日文(一) 
XJ1A/  

XE1B 

進學日本語初級 1 改訂版 大新 

320 288 進學日本語初級 宿題帳 200 180 進學日本語初級 1 改訂版 練習帳 160 144 假名練習簿-e 世代日本語 致良 80 68 日語會話(一)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1 改訂版 大新 380 342 日語發音與聽力訓練 教師自訂       計算機概論 專一 書單未確定       全民國防教育(一) 專一 書單未確定          地理 E1A/F1A/G1

A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泰宇 詢價 詢價 

 

註一：未確定的科目書本售價 8 月 30 日前公告於學校網頁中。 

註二：本書單僅供參考，實際書目及售價以售書現場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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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 
 

 



 
 
 



 
交交交交通通通通指南指南指南指南：：：： 

※※※※高速高速高速高速公公公公路路路路 

南下：由鼎金系統交流道右線左營（362 公里出口）下高速公路 

北上：由鼎金系統交流道左線左營（362 公里出口）下高速公路 

行經大中路，通過高雄榮民總醫院後，向左轉進入民族一路，再直行約 1 公里（左側）即到

達本校。 

※※※※高鐵左營高鐵左營高鐵左營高鐵左營站站站站到到到到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公車：3 路、紅 35 路及民族幹線（90 路）至文藻外語大學站下車。計程車：約 8-15 分鐘。 

※※※※台鐵高雄火車台鐵高雄火車台鐵高雄火車台鐵高雄火車站站站站到到到到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公車：28 路至文藻外語大學站下車。計程車：約 15-20 分鐘。 

※※※※小港機場到小港機場到小港機場到小港機場到本校本校本校本校 

公車：搭乘高雄捷運紅線從 R4 高雄國際機場站至 R14巨蛋站轉搭紅 36 公車至文藻外語大學

站下車。 

計程車：於高速公路北上在鼎金交流系統下匝道：約 25-30 分鐘。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公公公公車車車車行經本校行經本校行經本校行經本校路線路線路線路線行經本校行經本校行經本校行經本校附近路線附近路線附近路線附近路線 

於民族路校門口一 03、72 、環狀幹線168東、168西。 

於鼎中路校門口一 28、77、紅 35、紅 36。 

※※※※高雄客運高雄客運高雄客運高雄客運行經本校行經本校行經本校行經本校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8021、8023、8025、8028、8032、8040、8041B、8041C、8046、24A 及 24B號至文藻外語大

學站。 

※※※※義大義大義大義大客運客運客運客運 

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義大世界義大世界義大世界義大世界 

註註註註：：：：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大眾交大眾交大眾交大眾交通通通通工具搭乘路線僅工具搭乘路線僅工具搭乘路線僅工具搭乘路線僅供供供供參考參考參考參考，，，，實際班實際班實際班實際班次與次與次與次與路線仍路線仍路線仍路線仍以以以以高雄高雄高雄高雄市交市交市交市交通通通通局局局局網站及網站及網站及網站及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汽汽汽汽

車客運車客運車客運車客運公公公公司司司司時時時時刻表刻表刻表刻表為準為準為準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