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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宣導： 

一、即日起全面施行校園體溫監測入校動線及門禁管理，詳如網址：https://c005.wzu.edu.tw/article/482747，

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一) 入校進行熱感儀體溫檢測 

1. 民族校門入校同學：請至行政大樓川堂進行熱感儀體溫檢測。 

2. 鼎中校門入校同學：請至正氣樓與明園間路口處進行熱感儀體溫檢測。 

(二) 請駕駛汽車且持汽車停車證的同學進入校門前，配合降下車窗接受額溫檢測。 

(三) 7-ELEVEN 便利超商往校內通道封閉。 

二、關鍵防疫時刻，共同守護校園健康，請確實遵守以下自我健康管理措施： 

 (一)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1. 出入醫院、密閉式空間及長時間接觸人群時應配戴口罩。 

2. 盡量不用手碰觸眼、口、鼻。 

(二) 時常清潔手部： 

1. 正確洗手，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至少20秒，並將手擦乾。 

2. 經常洗手，洗手時機如：手髒汙時、飲食或準備食物前、上廁所後、接觸生病的人前後、

看病後等。 

(三) 請加強注意個人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 

1. 有發燒或咳嗽症狀時應戴口罩。 

2.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之後要洗手。 

3. 咳嗽時用衛生紙、手帕或衣袖遮住口鼻。 

(四) 落實監測與通報 

1. 請身體不適應主動告知，儘速就醫並在家休息，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原則。 

2. 返國入境後 14 天內出現發燒或其他身體不適類流感症狀，請撥打 1922，並戴上口罩儘速

就醫，告知醫師旅遊史與接觸史，同時通報本校衛生保健組（聯絡電話 07-3426031 轉分

機 2241、2243、2245）。 

 

 

請班長轉知班上同學 

https://c005.wzu.edu.tw/article/48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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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訊息 

一、 本學期之期初教學意見交流仍採用線上評量方式，系統開放時間為自即日起至 3 月 18 日（三）晚

上 12 時止，同學只需進入校務資訊系統點選即可完成。（期初教學意見交流採自由上網填答方式

進行） 

二、 109 年 4 月 26 日（日）將舉辦大學英語能力測驗（第二級）（CSEPT），進修部學生自由報名。網

路報名時間為自即日起至 3 月 12 日（四）23：00，請完成報名後於 3 月 16 日（一）前至總務組

完成繳費（報名費 500 元）：另須下載「考生個資使用同意書」親筆填寫並簽名【＊曾參加 103

年 11 月 23 日(含)之後舉行之大學英檢者，本次測驗得免填具考生個資使用同意書】後，於 109

年 3 月 13 日（五）前繳交至進修部教務組，逾期未繳交者將取消報名；相關內容請參閱進修部網

頁說明。 

三、 本校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LDCC）之夜間駐診已開放預約，建議同學提前 2 天完成預約。預

約網址：http://nsis2.wzu.edu.tw/booking_en/choose.asp，請點選「英語」進入平台，註冊後即可預

約各項療程。建議學生使用ＩＥ瀏覽器開啟網頁，若使用其他瀏覽器需設定相容性，歡迎大家多

多利用。 

開放駐診日期如下： 

週三 03/11、04/01、04/22、05/13、05/20、05/27、06/03、06/10 

週五 03/06、03/13、03/20、04/10、05/01、05/08、05/15、05/29 

四、 請務必上網確認課表：同學於每個科目上課前，請確認課程名稱、授課教師及上課教室是否與自

己所選的相同，並確認自己是否在老師點名系統上的學生名單中，切不可以任何因素自行換組，

以免上錯課無法取得學分，影響自身權益。 

學務訊息 

一、 週會活動訊息： 

（一） 因應疫情避免群聚感染， 3 月 13 日（五）週會活動進行方式改為「雲端學園講座」。 

（二） 下週五（3 月 13 日）「講座系列專車（生命教育篇、傳染病防治篇）」參加班級為四技二年級

各班同學，請於 3 月 23 日（一）至 4 月 19 日（日）前登入雲端學園（請連結網址

http://elearning2.wzu.edu.tw/），觀看講座影片，未完成者則以曠課二節論。 

二、 助學金資訊： 

（一） 108(2)學期「弱勢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措施收件至 3 月 13 日（五）止，申請訊息網址：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82576。或掃描 QR Code： 

 

 

 

（二） 108(2)學期扶助弱勢助學措施（書籍費補助、特殊境遇助學金），申請訊息網址：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82579。或掃描 QR Code： 

 

 

http://nsis2.wzu.edu.tw/booking_en/choose.asp
http://elearning2.wzu.edu.tw/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82576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82579


 3 

三、 提昇英語文能力專題講座：本學期協調外診中心為進修部同學開設英語專題輔導講座，採學生自

由報名參加，額滿為止。 

日期 講座主題 主講人 報名網址 

03/27（五） 深耘閱讀 苦中樂 佘祥仁老師 

 

04/24（五） 多益文法 一路通 商雅君老師 

 

05/22（五） 多益閱讀 大解密 商雅君老師 

 

06/12（五） 豐收閱讀 無限好 佘祥仁老師 

 

四、 本學期「互助組安全回報編組暨緊急聯絡表：本表已發放至各班班櫃，請班長協助確認後於 3 月

20 日（五）前繳回進修部學務組。 

五、 學生個人資料維護（自傳）：請同學登錄校務資訊系統進行個人資料維護（自傳），本學期開放填

寫時間至 3 月 31 日止。 

※線上填寫路徑：資訊服務入口網→校務資訊系統（學生）→登錄→學務登錄作業→新生資料調

查作業→學生自傳分項調查 

六、 健康檢查報告請於 3 月 13 日（五）前繳交至衛生保健組(健康中心)：轉學生尚未繳交學校特約佑

康健檢中心收據或健康檢查報告及健康事件通知單，請繳交至行政大樓 1 樓衛保組，如有健檢相

關問題，請洽衛生保健組蔡佳紋護理師，分機 2245。 

班級 PF3 PE2B PE2C 

未繳人數 2 1 1 

總務訊息 

一、 請各班總務股長至遲於 3 月 20 日（五）前將班級清潔費用繳交至總務組：本校日夜間學生均負有

打掃教室及公共環境區域之責任，有鑒於夜間學生時間有限，故往年均由各班繳交清潔費委託工

讀生打掃，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每人清潔費為 200 元，以班級為單位繳交，空白清潔費名單已發

放至各班班櫃，未繳交的同學則於 3 月 23 日(一)起，分配區域打掃。 

二、 學生機車停車場重要事項宣導： 

1. 本學期機車停車場出入口閘門門禁管制已啟用。 

2. 如需購買機車停車證請先上學校網站（資訊服務入口網→校務資訊→校務資訊系統(學生)→申

請→學務申請作業→汽機車申請作業）登錄資料後，將停車費 200 元繳至總務組。 

3. 依據本校進修部停車場管理要點，未購(未貼)證或違規停放之汽車、機車及單車經開單警告勸

導達三次仍未改善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記申誡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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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外車輛停放宣導：近期接獲民眾反映機車違停，同時警方也列入重點拖吊區域，如下： 

1. 民族校門口河堤紅磚道。 

2. 鼎中路 142 巷(7-11 旁巷道)、559 巷(後門 ATM 旁巷道)、554.560 巷(後門對面巷道)等巷道。 

因管區員警常不定期巡邏開單，特此提醒同學切勿違停。 

四、 補繳學生會費：即日起可至總務組繳交。 

五、 申請運動卡：請攜帶一吋照片至總務組申請（學期卡 300 元，使用期限為 3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另有販售單次運動券（一本 200 元，內有 10 張券）。 

六、 維護社區及校園環境整潔宣導： 

1. 為維護校園整潔，請落實『教室垃圾要帶走』、『校園垃圾不落地』、『自己垃圾自己丟』 

•下課時，請隨手收拾垃圾，勿棄置垃圾於教室內。 

•請將垃圾投入垃圾桶，勿隨地棄置或擺放各處桌椅上。 

•做好資源分類，並依標識投置於資源回收桶或廚餘桶內。 

•環境乾淨，降低一些病媒蚊的滋生及傳染病的發生。 

2. 提醒每位同學發揮公德心，勿在校外亂丟垃圾、菸蒂，以維護社區整潔。 

轉知諮商與輔導中心活動訊息 

 防疫安心宣導：各位同學大家好！最近新型冠狀病毒的相關訊息很多也很雜亂，大家如果因為這波疫

情感到心神不寧，可以參考下圖安心四步驟！ 

 如果需要更多協助，歡迎來電諮商與輔導中心 07-3426031 轉 2272、2274、2278。 

進修部 啟 
109年 3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