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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電話一覽表 

壹、 各項業務承辦單位 

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 
洽詢電話 

本校總機 07-3426031 

繳交學雜費 會計室 分機 1302-1303 

登錄新生基本資料 註冊組 分機 2112-2114 

選課 課務組 分機 2122-2124 

各類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 生活輔導組 分機 2212-2215 

宿舍床位申請 生活輔導組 分機 2251-2253 

填寫英/外診中心註冊及問卷填寫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

中心 
分機 7403 

開學日期 106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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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各系辦公室聯絡電話 

系別 聯絡人 
洽詢電話 

本校總機 07-3426031 

英國語文系 
系主任 分機 5301 

系助理 分機 5304-5306 

法國語文系 
系主任 分機 5601 

系助理 分機 5602-5603 

德國語文系 
系主任 分機 5701 

系助理 分機 5702-5703 

西班牙語文系 
系主任 分機 5801 

系助理 分機 5802-5803 

日本語文系 
系主任 分機 5501 

系助理 分機 5502-5503 

翻譯系 
系主任 分機 6401 

系助理 分機 6402-64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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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除循序漸進地提供優質教

學與輔導，未來也需 貴家長適時關懷 貴子女的在學表現，協助其提高學習成效。 

(一) 學業退學規定  

依本校學則規定：日間部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三分之二者，應予退學。 

(二) 語言檢定畢業門檻規定 

本校日間部學生均須於畢業前通過所屬系（科）訂定之語言檢定標準（詳細要點如

次頁所示）及其他畢業條件規定。日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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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子女於畢業前通過語言檢定門檻及其他畢業條件規定，

以免畢業時發生無法領取學位證書的遺憾與困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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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截止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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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提供當事人資

料給第三人者，須經當事人同意；又民法規定當事人滿 20 歲即成年，有其完全行為

之能力，故  貴子女入學後如屆滿 20 歲，需其本人同意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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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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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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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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各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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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能力檢定標準者、勞作教育及通過本校或各系訂定之其他畢業規定，始得畢業。 

四、 二年制大學部各系語言能力檢定標準如下： 

系 別 

二 年 制 大 學 部 

英文 第二外語 

英文系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 級 260 分 -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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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分者，進步 40 分以上 

105 學年度入學後新生適用 

1. 法語能力測驗進階中級 400 分 

2. FLPT 法語能力測驗 195 分  

3. DELFB2 

德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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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分者，進步 40 分以上 

1.歌德 B1 級德語檢定考四科分項成績達及門檻

70 分「可級」以上 

2.歌德 B2 級職場德語檢定考試通過 

3.德國大學入學語言鑑定考TestDaf「德福」通過 

4.國際經貿德語檢定考(PWD)通過 

5.FLPT 德語能力測驗 180 分，口試 S2 以上 

6.德語職場檢定考試『BULATS』B2 級 

西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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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分者，進步 40 分以上 

1.DELE 西語能力測驗 B2 總分 50 分(新制) 

2.FLPT 西語能力測驗 180 分 

3.西班牙語職場檢定考試『BULATS』B2 級 

日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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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分者，進步 4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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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分(含)以上。 

2.FLPT 日語能力測驗 210 分(含)以上。 

翻譯系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 級 28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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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制大學部新生註冊須知 

一、 開學日期：106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 

二、 正式上課日期：106 年 9 月 18 日上午開學典禮，下午正式上課。 

三、 註冊繳費截止日期： 106 年 8 月 15 日   免到校註冊 

四、 註冊相關事項： 

(一) 上網登錄新生資料表，網路登錄開放日期自 106 年 8 月 9 日上午 9:00 至 8 月 15

日下午 17:00 止，請參閱本手冊第 7 頁新生基本資料登錄操作說明。 

(二) 請詳閱「文藻外語大學教務處【重要事項】回執聯」，閱畢後請簽名（含家長簽

名），開學 3 天內請班長統一收齊交回教務處註冊組。 

(三) 繳費規定： 

1. 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15 日前（申請就學貸款及減免學雜費者可緩繳），請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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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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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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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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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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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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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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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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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為繳費截止日）前完成休學申請者免繳費，註冊日（即為繳費截止日）後辦理者，

應先完成註冊繳費後方得辦理休學。 

(二) 新生學號請於 8 月 9 日至本校資訊服務入口網查詢，新生學雜費繳費單所列之學號

為流水號非正式學號。 

(三) 繳費日期如有變更，以本校網頁 http:// c003.wzu.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6

相關公告為準，恕不另行個別書面通知。 



6 

 

(四) 大學部新生入學前於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專校院及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修習及

格之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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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大學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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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z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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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生基本資料登錄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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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et Explorer 6.0 版以上登入，Firefox 或 Google 瀏覽器無法正確顯示網頁。 

步驟二：點選右上方選項【資訊服務入口網】。 

 

步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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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學號時，須啟用網頁瀏覽器「彈出式視窗」功能，建議先將防毒軟體或瀏覽器阻

擋「彈出式視窗」功能取消，以便資料輸入能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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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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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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碼：身分證字號 

(第一個英文字母大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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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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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中文姓名『林美華』，英文姓名『LIN,▲MEI-HUA』，其中”▲”表示
空白一格，且皆為英文大寫(中華民國護照範本如下)，於最後一頁

附上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p.21)，以上皆僅供參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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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銀行帳戶資料：請鍵入學生本人帳戶，未開戶者煩請儘快開戶

【因就學期間如遇獎(助)學金、休退學等相關匯帳事宜皆以學

生本人帳戶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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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本人』開戶帳號，點選【確定】，即

自動將所選銀行資料帶入回基本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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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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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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完人數後，請按【下一步】。 

請輸入第 2 位家庭成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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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入欲新增之家庭成員人數。 

請按【下一步】。 

請輸入家庭成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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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修改挑選欄，點選欲修改的家庭成員。 

按【下一步】即可將資料帶出修改。 

資料修改完成後按【下一步】完成修改。 

D、刪除： 

請在刪除勾選欄勾選欲刪除成員（可複選）。 

按【下一步】。 

請確認是否執行刪除動作。 

按下【確定】以關閉訊息視窗。 

步驟八：新生資料輸入確認全部完成，請按【確認完成】按鈕。 

 

步驟九：新生綜合資料表。(按確定後請離開列印畫面，無須列印) 

步驟十：完成後按「登出」按鈕，離開資料建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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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選課注意事項 
 

親愛的各位新鮮人 

歡迎大家來到這裏成為文藻大家庭的一員，為讓大家更順利選課，請各位同學注

意下列幾點事項： 

一、 課程規劃：同學如需瞭解修業期間相關的必修、選修課程學分數規定，可至教務處課

務組網頁「科目學分表」下載，檔案內包含每學期必須修習的科目，及畢業前所須修

習的選修課相關規定，請同學於 8 月 7 日（星期一）起至課務組網頁下載。 

二、 選課資料：課務組設置【選課專區】供同學下載所需選課資料，內含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所有開設的選修課程，請同學於 8 月 7 日（星期一）起至教務處課務組網頁下載，

班級必修課可於校務資訊系統查詢。 

三、 選課時程：選課採取網路作業，請至文藻首頁點選上方『資訊服務入口網』登入後，

點選左側【校務資訊】即可進入『選課作業系統』，請同學務必注意下列日期，以免錯

過選課作業。 

日期 作業內容 相關說明 

8 月 25 日（星期五）

至 

9 月 3 日（星期日） 

初選 

1、 8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9 點開放選課系統，9 月 3 日（星期日）

晚上 12 點選課系統關閉。 

2、 選課系統可即時顯示該科目已登錄人數，但此人數僅供同學參考。 

3、此階段所登錄之科目尚未經過電腦篩選。 

9 月 4 日（星期一）

至 

9 月 8 日（星期五） 

初選篩選 

此階段由電腦依各項條件（如上限人數、先修科目規定、限修年級規定…

等等）篩選，超過上限人數之科目將由電腦直接以亂數抽籤方式，剔除

多餘人數。 

9 月 15 日（星期五） 公佈初選結果 9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前公告初選結果，同學可上選課系統查詢。 

9 月 18 日（星期一）

至 

9 月 24 日（星期日） 

全校加退選 

1、 9 月 18 日（星期一）中午 12 點 30 分開放選課系統，9 月 24 日（星

期日）晚上 12 點關閉選課系統。 

2、 初選時，尚未選到課或因額滿而被篩選出來的同學，請多利用此階

段選課。 

3、 此階段採取先到先選的方式，即同學上網進入選課系統，點選加退

科目後，以傳送成功之先後順序來決定。 

4、 額滿的科目，除非有人退選，否則不得加選；達開課人數下限的科

目，除非有人加選，否則不得退選；保留科目在加退選階段同學可自

由上網加選或退選。 

四、 注意事項：「初選」選課登錄先後順序並不影響是否可選上課程，換言之，第一天上網

登錄選課的同學和最後一天上網登錄的同學權益完全一樣，如選課人數超過上限，屆

時將採亂數篩選；「全校加退選」則採取先到先選的方式，即同學上網進入選課系統，

點選加退科目後，以傳送成功之先後順序來決定。 

五、 為了解每門課程之課程概述及目標，可利用課程地圖之「各系課程總表」及「全校課

程查詢」查詢。網址如下：

http://coursemap.wzu.edu.tw/bin/index.php?Plugin=coursemap&Action=departmentcourse 

六、 問題詢問：如有任何選課相關問題，可先參閱課務組網頁【常見問答】，也歡迎與我們

聯絡，課務組分機 2122-2124，或 E-Mail 至 aa20@mail.wzu.edu.tw。

http://coursemap.wzu.edu.tw/bin/index.php?Plugin=coursemap&Action=departmentcourse
mailto:aa20@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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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網路選課系統操作說明 

步驟一：進入文藻外語大學首頁。點選頁面上方「資訊服務入口網」。 

 

 

步驟二：請在登入畫面的帳號欄鍵入您的學號，密碼即為之前登錄「新生基本資料表」時所設定的

密碼，再填入隨機圖片，之後點選「登入」。 

 

 

 

步驟三：點選「校務資訊」選項下的『選課資訊系統』，閱讀選課注意事項後點選最下方「進入選課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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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進入系統之後，會看到左邊的樹狀結構中有許多功能項目，請直接點選【學生網路選課】

及其下之【一般課程加選】、【線上退選】、【選課結果查詢】。 

 

步驟五：選課作業說明 

1. 選課結果查詢：點選【選課結果查詢】可以查詢到初選的選課結果及本班必修課表清單。 

 

 

2. 一般課程加選： 

A. 點選【一般課程加選】後，畫面說明如下： 

a. 查詢條件：於欄位中鍵入您欲查詢的科目或班級後點選【確定】鈕即可。若您只知道關鍵

字，則可善用“%”字元，例如：要查詢翻譯相關課程，則可只鍵入“%翻譯%”查

詢。 

b. 跨年級/學制：若需選修跨年級或學制的課，請點選此鈕（可參考開課一覽表之開課備註）。 

c. 體育選項：填寫志願序。【日四技二年級、日二技三年級，以及日五專 4-5 年級學生適用】 

d. 微型課程：課程屬性為彈性學分。 

e. 全部課程：回到一般課程加選之主畫面。 

f. 涵養/深化通識課程：加選其中一門所缺群別之課程。【日四技 1-3 年級、日二技 3-4 年級學

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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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畫面上將列出您可選的課程，欲選擇任何課程只要在左邊的【加選】欄內勾選。 

C. 勾選完欲選修的課程後，拉到網頁最下方點選【確定送出】，即可將剛剛點選的科目傳送至網

路選課主機。 

 

D. 若有衝堂科目如下圖顯示「選課錯誤說明」，提醒您有衝堂科目，請重新選修其他科目。

顯示「目前登錄結果（未篩選）」列出所有您已點選但未經篩選的選修課。顯示「已選上科

目(班上基本科目和篩選後科目」列出所有您的必修課及所有篩選後選上的科目、學分及總學

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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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退選：  
A. 點選【線上退選】後，系統會將您可退選的科目列出，在最左欄的【刪除】勾選您要退選的科
目。 

 

B. 點選【確定送出】後，即將之前勾選要退選的科目刪除，如下圖的的「目前登錄結果（未篩選）」
所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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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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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卷填寫已列入註冊程序之一，請在開學 3

週內完成填寫，若未在時間內完成問卷填寫，將視同未完成註冊程序。請同學務必完成兩份問卷填

寫，以免影響您的權益。中心將定期公告註冊情形，並通知各班導師周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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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 

 

英/外診中心註冊及問卷填寫步驟 

步驟 1: 進入文藻首頁 www.wzu.edu.tw，從快速連結中，點選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 

步驟 2: 進入英/外診中心網頁後，點選預約/報名系統 

 
步驟 3: 選擇英語/主修語言診斷平台，輸入帳號（學號）/密碼（與校務系統相同）登入系統 

 
 
步驟 4: 選填來訪中心的目的及你如何得知本中心，完成後按確認後註冊 

 

 

 

 

 

 

 

 

 

 

 
 

登入帳號為：學號 

密碼為：與校務系統相同 

預設密碼為：身份證字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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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zu.edu.tw/
mailto:學號@st106.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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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請點開填寫學習風格問卷/填寫學習策略問卷（兩份問卷皆必須填寫） 

 

 

 

 

 
步驟 6: 請了解問卷填寫的說明後，點選我己詳細閱讀，然後按開始作答 

 
 
步驟 7: 填答完畢後，請點選送出答案 

 
 
步驟 8: 兩份問卷皆填寫完畢後，請點選確認後修改，才算完成問卷填寫存檔 

 

 
 

 
※如要確認是否已完成兩份問卷的填寫，請見歷年學習策略問卷/學習風格問卷處（請參考上圖），是

否有出現填寫的時間及問卷分析。如有，即表示已成功完成兩份問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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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招生資訊 

 

 

 
    
 

1.本中心應屆結業生參加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從95年來多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 

2. 106年本中心應屆結業生參加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達69%，遠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55%。 

3.本中心歷屆結業生考取國小正式教師成績優異，以100~104學年度為例，考取各縣市公 

立國小正式教師達53人次（本中心每年僅招收 36 位師資生） 

4.文藻師資培育中心堪稱培育國小英語教師的重鎮。 

5.本中心參加教育部舉辦《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教材教法設計徵選活動100、101  

  及102年度連續三年榮獲師資培育大學團體獎第一名 

6.本中心參加學生參加104學年度教育專業英文字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師資培育盃團體獎   

  第一名 

 
◎修讀教育學程的出路與發展 

   投考國小正式教師、代理或代課教師 

   從事文教業或補教業（未來從事補教業須有合格教師證書已成趨勢） 

   投考公職人員高普考（文教行政類科） 

   報考教育領域相關研究所，鑽研教育學術 

   增進教育子女的知能 

  擔任國小教師：初任國小教師薪水即超過四萬元(41240)，考上代理老師也有 41240 元， 

若擔任導師再加導師費 3000 元。比一般大學畢業生初任私人企業僅約二萬元高出許 

多; 工作穩定，教愈久，薪水愈多。 

  最近幾年預計將釋放 1500 位教師缺，且將逐年調整至每班教師編制 1.7 位教師，將 

釋放更多缺額。 

 英文向下延伸到一年級是趨勢，因此英文教師缺仍是相對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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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簡介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於民國 90年 8月成立，目前擁有博士學位且具實務經驗之專任教師

五名。本中心並有完備專業教室，以培養具教育專業素養及外語專業能力之國小教師。本中心招收

的學生以本校研究所，大學部二年級以上之學生為對象，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分（含）以上，且操

行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者，得申請參加教育學程之甄試。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需修滿 40 學分，

修讀年限為 2-3 年，國小教育學程課程則涵蓋教育基礎、教學基本學科、教育方法學及教育實習等

四類課程。 

如果您有心擔任國小正式教師，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並享有公教人員之福利，歡迎加入本

中心的行列。 

 

報考資格： 

大學部（含進修部）二技新生，前一教育階段學業總平均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

上，且操行成績平均須達 80 分（含）以上。 

簡章下載：http://c035.wzu.edu.tw/front/bin/home.phtml 

報名地點：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行政大樓三樓）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18 日止                

洽詢電話：07-3426031 分機 7102 

報考說明會：106 年 8 月 14 日(一)11:00AM（本校行政大樓三樓 A302 教室）， 

歡迎參加。 

 

 

http://c035.wzu.edu.tw/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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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對照表 

 

 

 

 

 



 

 

 



 

 

 

交通指南： 

※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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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左營站到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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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鐵高雄火車站到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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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公車行經本校路線行經本校附近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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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客運行經本校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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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客運 

高雄市政府-義大世界 

 

註：以上大眾交通工具搭乘路線僅供參考，實際班次與路線仍以高雄市交通局網站及相關汽車客運

公司時刻表為準。 

高雄市 80793 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900 Mintsu 1st Road, Kaohsiung 80793, 
Taiwan 
Tel：886-7-342-6031 #2131~2134 
Fax：886-7-342-5360 
http://www.wtu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