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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二級)考試缺考請假辦法修正公告】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05 月 01 日 

 

考試對象 

[第一類] 

五專、日四技、日二技在校學生 

 

[第二類] 

自由報名學生 

(限五專、日四技、日二技以外

之在學生、延修生) 

[第三類] 

自由報名學生 

(限碩一及碩二學生) 

*五專、日四技、日二技應屆畢業

生參加 109 學年度英文替代課程

者，屬左側第一類考試對象，並適

用該類考試對象欄所有規範。 

考試缺考

處理 

1、 考試當日並非因喪假或重病

住院缺考者，以曠課兩小時

計，並須於線上同步教學週結

束後一週內（110 年 5 月 17 日

至 5 月 21 日）至本校出納組補

繳 500 元報名費，並攜帶收據

正本至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

中心註銷個人缺考未補繳費用

之紀錄。未於上述規定期限內

補繳 500 元報名費者，將登錄

系統，爾後無法參加本中心辦

理之大學英檢，恐影響個人通

過本校英檢畢業門檻時程。 

2、 考試當天若因喪假或重病住

院缺考者，應於考試後一週內

（110 年 5 月 7 日前）親自或

託人填妥本中心提供之「英檢

考試請假單」，務必檢附考試當

日之喪假訃聞或住院證明書，

將兩份文件電子檔寄至本中心

(ldcc@mail.wzu.edu.tw)辦理請

假手續。逾期不予受理，並依

上項處理。「英檢考試請假單」

請見本公告附件。 

3、 以上若有任何疑問，請盡速接

洽 本 中 心 邱 靜 芳 老 師

(07-3426031#7402)。 

1、 考試當日並非因喪假或重病

住院缺考者，不予受理退費。 

2、 考試當天若因喪假或重病住

院缺考者，應於考試後一週內

（110 年 5 月 7 日前）親自或

託人填妥本中心提供之「英檢

考試請假單」，務必檢附考試當

日之喪假訃聞或住院證明

書，並將兩份文件電子檔寄至

本中心(ldcc@mail.wzu.edu.tw)

辦理請假手續。線上同步教學

週結束後一週內（110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21 日）至本中心

辦理後續退費手續。逾期不予

受理，並依上項處理。「英檢考

試請假單」請見本公告附件。  

3、 以上若有任何疑問，請盡速接

洽 本 中 心 邱 靜 芳 老 師

(07-3426031#7402)。 

1、 考試當日並非因喪假或重病

住院缺考者，以曠課兩小時

計，並須於線上同步教學週結

束後一週內（110 年 5 月 17 日

至 5 月 21 日）至本校出納組

補繳 500 元報名費，並攜帶收

據正本至英/外語能力診斷輔

導中心註銷個人缺考未補繳費

用之紀錄。未於上述規定期限

內補繳 500 元報名費者，將登

錄系統，爾後無法參加本中心

辦理之大學英檢，恐影響個人

通過本校英檢畢業門檻時程。 

2、 考試當天若因喪假或重病住

院缺考者，應於考試後一週內

（110 年 5 月 7 日前）親自或

託人填妥本中心提供之「英檢

考試請假單」，務必檢附考試當

日之喪假訃聞或住院證明

書，將兩份文件電子檔寄至本

中心(ldcc@mail.wzu.edu.tw)辦

理請假手續。逾期不予受理，

並依上項處理。「英檢考試請假

單」請見本公告附件。 

3、 以上若有任何疑問，請盡速接

洽 本 中 心 邱 靜 芳 老 師

(07-3426031#7402)。 

    

 

1. Except bereavement leave and serious sick leave, testees who are absent for CSEPT on May 2 will gain a 2-hour absence 

and need to repay NT$ 500 between May 17 and May 21 after the two weeks of synchronous online courses. Those who 

do not pay the fees before due da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take any other CSEPT held at Wenzao and might delay their 

completion of WENZAO English Benchmark for Graduation. 

2. If testees are absent from the CSEPT on May 2 due to bereavement leave or serious sick leave, a completed form of 

‘Request for Leave’ and the official supporting document/certificate must be emailed to LDCC (ldcc@mail.wzu.edu.tw) by 

May 7. No late submissions will be accepted and processed. Among these testees, those who voluntarily take the test and 

have paid their fees in advance will be able to apply for a refund between May 17 and May 21 after the two weeks of 

synchronous online courses.  

3. Shall there b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LDCC at 07-3426031#7402 or email LDCC (ldcc@mail.wzu.edu.twyou’re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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