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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10/04~10/08 

教務訊息 

一、 進修部 9月 27日起實體上課措施：「進修部師生返校實體上課。如有超出 40人之課程，

教師以兩間教室進行『實體/線上混成教學』。」 

公告所列為超過 40 人而有異動調整的課程，請同學務必查看自己的課程是否在列，並

以公告之教室為主；未出現於公告表中，即代表人數未達分流標準無需調整。 

相關公告【連結】／教室異動表【連結】 

二、 進修部外語同儕教學：本學期持續辦理！為幫助同學解決學習外語的困難，進修部特別

聘請日間部同學擔任外語輔導員，為大家進行課後輔導；分別有英文、法文、德文、西

文、日文等五種語言之同儕教學，自 10 月 7 日（四）開課，本學期活動共 12 週，日期

詳列如下，時間是每週四晚上 20:20-21:50（免報名，課輔地點在求真樓各教室，如下方

表格所示），歡迎同學踴躍入班參加。 

課程語言 教 室 外語輔導員 

英 文 

Q201 楊智善 

Q202 黃家芸 

Q203 廖香涵 

Q204 蔡孟彤 

Q205 李怡真 

日 文 

Q302 林伯勳 

Q303 李珣輔 

Q304 廖恩婕 

法 文 Q305 郭本愛 

德 文 Q306 凃芸瑜 

西 文 
Q401 吳天慈 

Q402 柯路奕 

活動日期： 

 10 月 07, 14, 21, 28 日 

 11 月 04, 25 日 

 12 月 02, 09, 16, 23, 30 日 

 01 月 06 日 

請班長轉知班上同學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94462
https://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ocuments/files/110%E5%B9%B49%E6%9C%8827%E6%97%A5%E9%80%B2%E4%BF%AE%E9%83%A8%E5%9B%9E%E6%A0%A1%E4%B8%8A%E8%AA%B2_%E6%95%99%E5%AE%A4%E5%AE%89%E6%8E%92_0924%E6%9B%B4%E6%96%B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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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語能力提升講座：強烈歡迎日文系及有意願報考 N3檢定的同學參加！ 

題目：砍掉重練 – N3 全攻略 

講者：日文系黃思瑋老師 

時間：10 月 14 日（四）20:20-21:50 

地點：求真樓 Q001 教室 

報名網址：【連結】 

註：因疫情關係，Q001 教室僅能容納 80 人，額滿為止！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四、 本校實施網路借用教室制度，若欲開班會或使用教室調補課，均需透過網路借用教室作

業，才能使用非指定授課時間的教室，同學亦可以學生身分上網借用教室，若教室使用

上有衝突者，一律以在網路上登記者為主。 

※網路借用教室程序：校務資訊入口網→校務資訊→校務資訊系統（教職員）或（學生）

→總務系統→空間借用管理，建議先查詢可使用之教室，再進行網路借用教室作業。 

五、 同學於每科目上課時，請確認課程名稱、授課教師是否與自己所選科目相同，並確認自

己是否在老師的學生名單中（以校務點名系統為準），同學不可以任何因素自行換組，以

免上錯課程而無法取得學分。 

學務訊息 

一、 學總務組配合實體上課措施指引說明： 

(一) 進修部學生接種新冠肺炎苗請假規範：疫苗接種公假以三天為原則(含接種日)，並

須檢附 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卡，詳細步驟請參閱網址：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94414 

(二) 進修部每週四週會及學生會活動辦理：需辦理活動請確實遵守｢大專校院 110 學年

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並依規定流程完成線上計畫書申請及

審核，經核定後始准辦理。如無法依前述規定規劃完善之防疫配套措施，建議調整

辦理形式(線上)、縮小活動規模及人數或取消、延後辦理。 

(三) 進入校園健康監測：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學生進入校園全面量測體溫，實施實

聯制、全程配戴口罩，本校民族路與鼎中路入校動線，請參照附件；出入校內特定場域如

圖書館、體育館、學生餐廳、便利商店等處，請配合於入口處完成實聯登錄後進入。 

(四) 教室空調使用：請於教室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每扇窗至少開啟 15 公分，維持室內通風

良好。 

二、 缺曠更正申請線上化：因受疫情影響，學期間會有進行線上課程的情形，為友善師生

處理課程點名誤記的狀況，並同時響應無紙化環保政策，自本學期起，缺曠更正單之

申請及審核改由線上作業進行。 

https://enroll.wzu.edu.tw/WZActivityFront/#/Activity/Detail?Id=315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9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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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如被任課老師誤記曠課，請於兩週內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填寫缺曠更正單並送出(兩

週為被誤記曠課的當天開始計算)，申請資料將透過系統傳送給授課老師審核批准。 

登錄路徑：校務資訊系統>申請>學務申請作業>學生缺曠更正單申請。(操作手冊：請

點我) 

三、 週會活動訊息：10 月 7 日（四）週會活動：「職涯講座」，參加班級為二技四年級各班

及四技四年級各班同學，請於 10 月 18 日（一）至 11 月 13 日（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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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助學措施申請訊息： 

(一) 110 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申請日期自 9 月 13 日（一）至 10 月 5 日（二）止，相關訊

息網址：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67929，或掃描 QR Code 

 

(二)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弱勢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措施，申請訊息請連結網址：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90064。或掃描 QR Code 

 

(三)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扶助弱勢助學措施實施計畫-書籍費補助、特殊境遇助學金申

請，申請訊息請連結網址：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94417，或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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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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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8日（五）繳交至衛生保健組(健康中心)：尚未繳交下列資料

的新生及轉學生，請於返校當日交至衛生保健組(行政大樓 1 樓)，如有健檢相關問題，

請洽衛生保健組蔡佳紋護理師，分機 2245。 

(一)「健康事件通知單」 

(二)「體檢報告(佑康健檢中心收據或 110 年 3 月 1 日以後出具之健檢報告)」 

https://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ocuments/files/線上缺曠更正單操作流程_學生_1100915.pdf
https://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Documents/files/線上缺曠更正單操作流程_學生_1100915.pdf
http://elearning2.wzu.edu.tw/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67929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90064
https://c007.wzu.edu.tw/article/49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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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生平安保險權益相關： 

(一) 進修部同學註冊繳費時得參加學生團體平安保險，除教育部每人每學年補助 100

元外，每位同學每學期尚需自費繳交部份保費（P.S.保障內容包括：意外傷害、疾

病住院、失能、身故理賠等權益；（詳細理賠內容及範圍依該年度保險條款為

準）。- 

(二) 如需理賠，請至衛生保健組（化雨堂旁）填寫「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理賠申請書」

及檢附資料，如有問題請電話聯繫蔡佳紋護理師 07-3426031 轉分機 2245。 

(三) 延修生或休學生願參加保險者，請於 10 月 13 日（三）前至衛生保健組辦理加

保，即可享有保障。 

總務訊息 

一、 學生機車停車場重要事項宣導： 

(一) 請總務股長於 10 月 8 日（五）前將班級機車停車費用 200 元繳交至總務組。 

※班級申請名單下載流程：校務資訊系統→申請→停車證申請作業→班級申請(抽

籤)名單→列印 

(二) 本學期於 10 月 12 日（二）起啟用機車停車場出入口閘門門禁管制。 

(三) 機車停車證申請系統再次開放申請時間為 10 月 12 日（二），有意願購買的同學

屆時再上網登錄並至總務組繳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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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校外車輛停放宣導：曾接獲民眾反映機車違停，警方已列入重點拖吊區域，如下： 

(一) 民族校門口河堤紅磚道。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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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維護社區及校園環境整潔宣導： 

(一) 期待大家共同維護校園整潔，一起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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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一些病媒蚊的茲生及傳染病的發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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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 啟 

110 年 10 月 0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