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學院  台北校區 (傳播、時尚學程)  111學年度  新生入學指導課程

日期: 111 年 9 月 2 日【周五】

項次 時間 課程配當 使用時間 備註 

1 09:00~09:10 

地點 音樂廳 

10分 ICES 課目 報到 

主持人 學會社團代表 

2 09:10~09:40 

地點 音樂廳 

30分 
ICES 、 

大四學長姊 
課目 學會、社團介紹；學長姊經驗分享 

主持人 學會社團代表；大四中外籍學生 

3 09:40~9:50 

地點 音樂廳 

10分 課目 前程規劃處介紹 

主持人 賴品潔老師 

4 09:50~10:00 

地點 音樂廳 

10分 課目 圖書館介紹 

主持人 曾麗芬組長 

5 10:00~10:10 

地點 音樂廳 

10分 課目 教務處介紹 

主持人 林聿君老師 

6 10:10~10:20 

地點 音樂廳 

10分 

介紹行政單位

英語窗口老師 

課目 國際學院師長致詞 

主持人 陳偉華院長、杜蕙生副院長 

7 10:20~10:30 

地點 音樂廳 

10分 課目 休息時間 

主持人 服務同學 

8 10:30~11:00 

地點 音樂廳 

30 分課目 跨文化學習講座 

主持人 周宛青老師 

9 11:00~11:10 

地點 音樂廳 

10分 課目 體育室介紹 

主持人 陳竑廷老師 

10 11:10~11:20 

地點 音樂廳 

10分 課目 總務處介紹 

主持人 陳倩綺老師 

11 11:20~11:30 

地點 音樂廳 

10分 課目 學務處介紹 

主持人 林天愷老師 

12 11:30~13:00 

地點 學生餐廳 

90分 

服務同學引導

各學程新生至

分組教室 

課目 午餐 

主持人 服務同學 

13 13:00~13:30 

地點 音樂廳(JMC) E301 (FIM)

30分 課目 學程介紹 

主持人 學程主任 

14 13:30~14:20 

地點 音樂廳(JMC) E301 (FIM)

50分 
請假、點名、 

獎懲、選課等 
課目 國際學院介紹(事務系統、Moodle、校規) 

主持人 林姿呈、張家婗老師 



15 14:20~15:00 

地點 音樂廳(JMC) E301 (FIM)

40分 

1、導師、同學 

認識時間 

2、發放課表、

課架 

3、選班級幹部 

4、外籍生華語

測驗 

課目 導師時間 

主持人 導師 

16 15:00~15:30 

地點 校園 

30分 課目 自由參觀、賦歸 

主持人 服務同學 



國際學院  台北校區 (國企學程)  111學年度  新生入學指導課程

日期: 111 年 9 月 2 日【周五】

項次 時間 課程配當 使用時間 備註 

1 09:00~09:10 

地點 大會議室 

10分 ICES 課目 報到 

主持人 學會社團代表 

2 09:10~09:40 

地點 大會議室 

30分 
ICES 、 

大四學長姊 
課目 學會、社團介紹；學長姊經驗分享 

主持人 學會社團代表；大四中外籍學生 

3 09:40~09:50 

地點 大會議室 

10分 

介紹行政單位

英語窗口老師 

課目 教務處介紹 

主持人 林聿君老師 

4 09:50~10:00 

地點 大會議室 

10分 課目 學務處介紹 

主持人 林天愷老師 

5 10:00~10:10 

地點 大會議室 

10分 課目 前程規劃處介紹 

主持人 賴品潔老師 

6 10:10~10:20 

地點 大會議室 

10分 課目 圖書館介紹 

主持人 曾麗芬組長 

7 10:20~10:30 

地點 大會議室 

10分 課目 總務處介紹 

主持人 陳倩綺老師 

8 10:30~10:40 

地點 大會議室 

10分 課目 體育室介紹 

主持人 陳竑廷老師 

9 10:40~10:50 

地點 大會議室 

10分 課目 國際學院師長致詞 

主持人 陳偉華院長、杜蕙生副院長 

10 10:50~11:00 

地點 大會議室 

10分 課目 休息時間 

主持人 服務同學 

11 11:00~11:30 

地點 大會議室 

30分 課目 跨文化學習講座 

主持人 周宛青老師 

12 11:40~13:00 

地點 學生餐廳 

90分 

服務同學引導

各學程新生至

分組教室 

課目 午餐 

主持人 服務同學 

13 13:00~13:30 

地點 大會議室 

30分 
請假、點名、 

獎懲、選課等 
課目 學程介紹 

主持人 學程主任 

14 13:30~14:20 

地點 大會議室 

50分 課目 國際學院介紹(事務系統、Moodle、校規) 

主持人 陳惠君老師 



主持人 導師 

課架 

3、選班級幹部 

16 15:00~15:30 

地點 校園 

30分 課目 自由參觀、賦歸 

主持人 服務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