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業務工作報告（境外生輔導組）
(一)本校依境外生入學身分別，將境外生分為僑生、外籍生（外籍學位生、外籍
交換生）、陸生（大陸學位生、大陸交換生）。截至 10 月 16 日統計，本學期
本校學生共 26,032 人，其中境外學位生共 2,054 人（含僑生 934 人、外籍生
591 人、陸生 529 人）。
(二)在境外生導師方面，請各系所安排大一新生及二～五年級課業表現較不佳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65 分者) 之舊生為輔導對象，共計
687 人（新生 397 人、成績欠佳者 290 人）
，由國際處安排境外生導師（計 82
人）協助輔導。
(三) 有關輔導紀錄填報：
１、學生事務資訊系統 http://international.sis.tku.edu.tw/，登入後請點選「導師」
-「導師輔導記錄維護」-「境外生導師」-「新增」。
２、請境外生導師上網填寫紀錄最少 6 次。日前資訊處通知系統故障已維修
完畢，惟登入後無法看到輔導紀錄者，請按 Ctrl+F5 重新整理，如操作方式
有疑惑請洽境輔組。
(四) 有關學生連繫方面，感謝老師們持續輔導，若因特殊情形無法聯繫學生時，
請儘早向境輔組或各系所辦公室反應，以利協助聯繫。
境外生輔導組（驚聲大樓 10 樓 T1001 辦公室，公用聯絡信箱
auox@oa.tku.edu.tw）
僑生承辦人：陳慧芝小姐 Nancy（分機 2818）
、趙芳菁小姐 Grace（分機 2218）
外籍學位生承辦人：劉駿志先生 Gary（分機 2818）、梁瑋倩小姐 Iris（分機
2218）
大陸學位生承辦人：林淑惠小姐 Alice（分機 3551）
校級外籍交換生承辦人（含麗澤國際學舍）
：彭于禎小姐 Chanel（分機 2318）
校級大陸交換生承辦人：王存方小姐 Romi（分機 3552）
(五)境外生課業輔導 ：
１、本校學生學習發展組受理全校大學部學生於每學期第 3 至第 18 週於「課
業輔導預約系統」（http://163.13.43.139）提出實體課業輔導預約或申請，
本學期接受課業輔導之境外生計 66 人次（至 12 月 8 日止）。輔導方式與
申請方式於學期初以 OA 函至各教學一、二級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境外生輔導組、諮商輔導組、淡江時報委員會、全校教師及全校學生校級
帳號信箱，另於各學院導師會議中發放、宣傳課業輔導訊息。
除此之外，於期中考前、後分兩梯次開放各系申請自行辦理課業輔導課程
之經費，由各系以所屬大學部學生（含境外生）最需要加強的科目為考量
提出申請，本學期期中考前計 11 系申請，開設 22 科課業輔導課程；期中
考後計 14 系申請，開設 32 科課業輔導課程，開課資訊置於學生學習發展
組網頁（http://sls.tku.edu.tw）。
針對學生不及格人數較多的科目，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逐年錄製「課業輔

導線上課程」供學生自學，現已完成「經濟學」
、
「會計學」
、
「統計學」
、
「英
語能力加強班-發音與單字」及「英語能力加強班-文法」五門校內課程，
亦提供「英文」
、
「微積分」
、
「普通物理」及「工程數學」等科目之校外學
習資源，以上皆置於本校 Moodle 遠距教學平台
（https://moodle.tku.edu.tw/course/index.php?categoryid=280）。
２、國際處每學期均開設免費華語文課程（課表可至課程查詢系統瀏覽），
供僑生及外籍生選讀，請導師鼓勵同學們於開學 2 週內至境外生輔導組
辦理。
３、教務處於每學期開學第 1 週受理「僑生基本學科課業輔導加強班」報
名（滿 6 人方可開班），請協助廣為宣傳，並請報名學生應依照上課時
間確實出席，出席率偏低將影響日後教育部補助。
４、境外生受限其華語能力和母國教育體制與本地不同，於就讀後常發現
當初所選系所，專業科目學習不易，跟不上系所其他同學進度，課業適
應上常遇挫折，希望各系能給予境外生多一些體諒，接受其轉系申請，
以利轉換至合適系所。
(六)境外生生活輔導：
１、本校設置含各系所、教官室、諮輔組及境輔組。若遇緊急救助事件，
可優先聯繫教官協助；選課或課程方面請由系上先瞭解問題所在；若因
語言需求或情緒困擾者，可通知本組協助溝通或轉介諮輔組。
２、關於境外生工讀事宜，陸生不可實習或工讀（課程有關之工作或服務
學習除外，如有津貼不可使用國家經費，如教育部補助款等）。欲工讀
之僑生及外籍生，須至境輔組申請工讀工作證，於勞動部核准後之有效
期間內方可工讀，過期則須重新申請。勞動部訂有相關罰則，請各系所
及境外生導師協助轉知所屬境外生遵守規定。
３、關於境外生保險，目前除陸生不可申請健保外，僑生及外籍生於符合
健保局投保資格後，須強制投保健保。為保障境外生來臺就學期間安全，
境外生於未符合健保投保資格期間，皆規定投保境外生保險及學生團體
保險，以享有相關保障。
４、本校設有境外生社團：華僑同學聯誼會（含美非分會、印尼分會、僑
生愛心團）、馬來西亞同學會、港澳同學會、僑生醒獅團、外籍同學聯
誼會（FSA）、大陸學生校友會，另有國際大使團致力於境外生與臺灣
生的交流活動，上述社團定期舉辦各類活動，歡迎各位踴躍宣傳參與。
５、關於訊息佈達，請鼓勵使用學校信箱及下載中文版「淡江 i 生活」或
英文版「TKU i Life」，以利接收各單位公布之訊息。
６、境外生輔導組每學期辦理相關活動，並藉由面對面溝通，瞭解境外生
在臺居留、課業及生活等相關問題，適時給予協助。
第 1 學期活動項目：
(１) 持續辦理境外生約談，已舉辦 15 場，約 150 人參與。

(２) 106/9/8、9，境外新生團體接機、住宿服務，共 296 人參與。
(３) 106/9/10，中華電信來校辦理境外生手機門號，約 250 人辦理。
(４) 106/9/12~13，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華語課程能力分班測驗，約
160 位學生參加。
(５) 106/9/13，境外生新生入學輔導講習會，共 650 人參與。
(６) 106/9/20，麗澤國際學舍交換生歡迎會，共 72 人參與。
(７) 106/9/21、28，邀請移民署來校辦理境外生入出境簽證，約 300 人
辦理。
(８) 106/9/26，境外生迎新餐會，共 340 人參與。
(９) 106/10/2-107/1/4，Chat Corner 外語交流活動。
(１０) 106/10/3，中秋節贈月餅活動，共 340 人參與。
(１１) 106/10/5-12/28，國際文化萬花筒，分享境外生國家文化。
(１２) 106/11/2-3，境外生職能輔導培訓課程，共 74 人參與。
(１３) 106/11/4-5，麗澤國際學舍期中出遊，前往臺中地區，共 73 人參
與。
(１４) 106/11/25-26，境外生文化之旅，前往臺中彰化地區，共 153 人
參與。
(１５) 106/12/1，境外生「溫馨接送情」師生聯誼活動，共 50 人參與。
(１６) 106/12/9，「大陸學生淡江行」參訪活動，預計 70 人參與。
(１７) 106/12/17、24，協辦境外生球類大賽，預計 400 人參與。
(１８) 106/12/20，境外生冬至家年華晚會，預計 300 人參與。
(１９) 107/1/5，「境外生春節師生聯誼餐會」，預計 300 人參與。
(２０) 107/1/14，麗澤國際學舍交換生歡送會，預計 90 人參與。
第 2 學期輔導與辦理項目，敬請協助廣為宣傳：
(１) 107/2，外籍新生及校級交換生團體接機、住宿、開戶及申辦電信等。
(２) 107/2/24，預計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華語課程能力分班測驗。
(３) 107/2，校級交換生入學輔導講習會。
(４) 107/2，國際學舍新生歡迎會。
(５) 107/3，境外生迎新餐會。
(６) 107/3，2018 年境外生國家文物展，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７) 107/3-6 月，境外生職涯系列活動。
(８) 107/3-6 月，Chat Corner 外語交流活動，於驚聲大樓 10 樓交誼廳舉
辦。
(９) 107/3-6 月，國際文化萬花筒，分享境外生國家文化，於驚聲大樓
10 樓交誼廳舉辦。
(１０) 107/3-6 月，境外畢業生及新生輔導座談。
(１１) 107/4，境外生文化之旅。

(１２) 107/4，移民署來校辦理境外生居留簽證延長服務。
(１３) 107/5，麗澤國際學舍期中出遊。
(１４) 107/6，境外畢業生暨家長歡送茶會。
(１５) 107/6，境外生端午節贈粽。
(１６) 107/6，境外生幹部薪傳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