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學藝股長在導師時間宣達並張貼於公布欄內 

 
 

 

 
 

 
 

【註冊組】 
一、請各學制新生班班長或學藝股長，自 10月 26日(一)起，持學生證至註冊組領回全

班入學前學歷畢業證書，待同學簽名領取後，將簽領名冊送回註冊組。 

二、請已繳學費但學生證尚未加蓋本學期註冊章之同學，儘速至註冊組蓋章，以維護學

生身分之權益。 

三、申請各類學籍文件資料(如學期成績單等)，請記得先到總務處出納組繳費，再持收

據及學生證等身分證件至註冊組申請。 

四、依據 109 學年度行事曆，本學期申請轉系科時間為 11 月 9 日(星期一)至 13 日(星

期五)，請有意申請之同學不要錯過申請時間。 

五、同學若有更正戶籍資料(如姓名、戶籍地址等)，請立即至註冊組申請更正，以維護

學籍資料之正確性與一致性，手機號碼更換，也請至註冊組申請更新。 

【課務組】 
一、請同學準時上課不缺席，並留意個人缺曠課紀錄。 

(一)若修習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

期末考試，已參加者期末考試成績不予列計，該科學期成績以不及格計。 

(二)有關期末扣考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第 54條及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48條。 

(三)課程缺曠紀錄若有任何問題，應於規定時間內向生輔組（忠孝樓 1 樓）洽詢。 

二、本學期日間部期中考試日期如下，請同學掌握時間及早做好讀書規劃。 

考試別 週次 考試日期 

期中考 10 11月 16日(星期一)至 20日(星期五) 

◆五專部一至三年級期中、期末考試，部分科目採共同排考方式進行，屆時請同學

注意課務組公告之考試日程表。 

◆本校各學制期中、期末考試均採Ａ、Ｂ卷出題，請同學勿存取巧之心，及早做好

讀書規劃。 

◆為維護考試評量之公正、公平性，並端正應試態度，各課程監考教師與試務巡迴

人員將嚴格監考，凡考試作弊經查證屬實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記過或退學處分。

另依據本校「學生改過、銷過輔導要點」，凡與考試相關之懲誡不得申請改過、

銷過，提醒同學務必遵守考試規則誠實應考。同學若於考試期間發現試場違規情

事，亦可隨時向監考教師、導師或校方反應。 

◆期中考為重大考試，若有任何原因需要請假，除取得任課老師同意外，務必至課

務組辦理請假手續，並檢附相關證明。相關規定請參見學生手冊「致理科技大學

學生考試規則」。 

三、教室借用 

(一)同學借用教室須徵得相關授課教師同意，並請教師上網登錄後印出教室借用單，

經教師簽名後，於借用前 1日 17：00前將教室借用單送教務處課務組辦理。 

(二)借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上午 8:20至 18:00，其餘時間請洽進修部課務

組或總務處。 

四、防疫提醒 

請同學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班級群組通報班級導師；若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問題，可向本校健康中心諮詢(02-2257-6167分機 1215)。 

五、請大家共同維護上課權益，注意通知及幹部宣導事項，有問題請主動詢問。 

【聯合服務中心】 
一、請勿把玩數位講桌鵝頸麥克風，各班教室數位講桌上之鵝頸麥克風禁不起大幅度轉

動，請同學愛惜學校公物，避免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故障，致其他同學權益受損。 

二、請勿移動數位講桌，以免講桌內部插頭脫落或電線受損造成危險。 

三、教室白板下方之電線插頭連接投影機與音箱，請勿任意拔除，若需使用插座充電，

也請記得於使用完畢後歸回。 

四、為維護教室數位講桌整潔，請同學們勿將飲料、食物放置在講桌上，更不宜將講桌

當餐桌使用，避免飲食殘屑污染電子設備。 

【創新數位教學中心】 
一、本學期磨課師課程報名選課期間至 10月 30日(星期五)，歡迎至「致理磨課師」平

台選讀，修課期間為 10月 14日（星期三）至 12月 8日（星期二），課程相關資訊

請詳見創新數位教學中心網站相關公告。 

二、本學期「109-1磨課師課程修課抽大獎」活動開跑囉！三階段的抽獎活動，20幾個

獎項送給你，活動日期為 10月 14日（星期三）至 30日（星期五）止，相關活動辦

法請見創新數位教學中心網站最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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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角落】 

To have butterflies in the/one’s stomach  (做某事前)緊張 

 

A: I am going to make a presentation in public. That makes me hav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B: Well, one of the best solutions to lower your anxiety levels is to practice in 

front of friends or colleagues before the presentation. It’s also good to 

speak slowly and calmly. 

A: Many thanks for your advice. I will try all my best to practice as much as 

possible before the presentation. Hope that will work. 

 

in public (ph.) 當眾 

solution (n.) 解決方案 

anxiety (n.) 焦慮 

colleague (n.) 同事 

calmly (adv.) 冷靜地、沉著地 
 

三、歡迎同學多加利用本校致理磨課師平台線上補救教學課程，本校致理磨課師平台開

設有「電腦會計丙級檢定(109 學年度)」、「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109 學年度)」、

「個體經濟學(109學年度)」、「總體經濟學(109學年度)」、「微積分 (109學年度)」

及「基礎會計學(109 學年度)」線上補救教學課程，提供相關證照考試輔導教學，

歡迎同學利用時間線上學習。 

使用方式：請由本校入口網站→教學類系統→登入致理磨課師→

線上補救教學，點選課程即可。 

四、E致學一起學臉書粉絲專頁成立，同學可以掃描 QR CODE 加入粉絲

團，取得數位學習第一手消息，並可以透過線上客服獲取更即時的

問題回覆。 

【語言中心】 
一、近期校內外英語競賽 

(一)2020全國高中職暨大專院校台灣私房景點介紹英日文簡報比賽 

目的：因應 108課綱之調整，為達成高中職與大專院校能力銜接之目標，擴大

辦理大專院校英/日文簡報比賽，培養學生資料蒐集、整理與簡報之能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月 6日(星期五) 

結果公佈：11月 13日(星期五) 

頒獎典禮：11月 27日(星期五) 

 

(二)2020全國大專校院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青年倡議英文提案競賽 

目的：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並

發佈了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從「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環境保護」三大面向永續發展。

為深入瞭解各國如何落實 SDGs，及為全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特辦理

此次活動。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月 6日（星期五） 

競賽時間：11月 20日(星期五) 
 

 

(三)全國大專校院雙語創意短片競賽 

目的：為提升大專校院學生之語文能力及整合跨領域主題之應用技能，特舉辦

全國大專校院雙語創意短片競賽活動，提供學生發揮創意並展現跨領域

應用成果之平台，期待透過以「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範疇之創意短片製作，讓社會更加落實

SDGs所提倡之目標。 

徵件時間：11月 2日(星期一)至 9日(星期一) 

入圍公告：11月 21日（星期六） 

頒獎典禮：12月 3日(星期四)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一、學分學程與深碗課程有何不同？ 

學程修讀完才可獲得學程證書，而學程中深碗課程是為了讓課程更主題及系統化，

學生所學習的課程擔心到職場不受用，而深碗課程把所學基本能力變成未來帶著走

的專業實力。 

二、學分學程與我們系上的模組有什麼關係？ 

兩者差別在於，學分學程的課程規劃符合跨域精神，規劃包括他系課程共同組成專

業學習，而模組課程則將系上的選修課程依性質區分各專業領域，讓學生在選修課

程較為集中專業、提升聚焦學習，因此學生可依興趣兩者皆選或擇其一。 

三、學分學程資訊哪裡找？請至【教務處】【學分學程管理中心】網頁查詢，內含： 

(一)學生申請及放棄學程時間。 

(二)學生修讀學分學程步驟。 

(三)本校學分學程及微學程。 

(四)深碗課程。 

(五)學分學程手冊。 

四、【學分學程管理中心】：忠孝樓二樓教發中心。 

連結網址(https://aa100.chihlee.edu.tw/p/404-1002-28042.php?Lang=zh-tw) 

    【商務管理學院學分學程管理中心】：綜合教學大樓三樓管理學院辦公室。 

    連結網址(https://bm100.chihlee.edu.tw/p/412-1023-2385.php?Lang=zh-tw) 

【商貿外語學院學分學程管理中心】：人文大樓二樓外貿學院辦公室。 

連結網址(https://cf100.chihlee.edu.tw/) 

    【創新設計學院學分學程管理中心】：圖書館五樓創設學院辦公室。 

連結網址(https://id100.chihlee.edu.tw/p/412-1025-2382.php) 

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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