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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 期中考試成績，於 5 月 6日開放學生網路查詢，如成績有錯誤請洽授課教師查核(教師即

時更正日期為 5 月 10日)，如該課程成績缺分，表示教師尚未輸入期中成績，亦可提醒老

師輸入期中成績，以利申請課程停修等事項。 

二、 本學期校長與學業達人座談會訂於 5月 14日中午 12時 30分於綜合教學大樓 B1演講廳辦

理，請經調查表示出席之同學準時參加。 

三、 請各學制應屆畢業班同學注意：請於畢業考之前歸還向學校所借之圖書、器材或繳納相關

費用等，以利順利畢業。 

四、 同學戶籍資料或通訊資料(包括地址、聯絡電話及手機號碼等)如有更換，請務必至註冊組

更正；如戶籍資料更正(包括姓名、戶籍地址等)，請攜帶三個月內戶籍謄本至註冊組填寫

申請單申請更正。 

【課務組】 
一、 【本學期停修申請公告】 

1.期中考後同學如欲申請停修，請注意下列相關規定，但提醒同學停修之科目於成績單

上會註記【停修】，若為必修科目則要考量日後重補修的問題。建議同學在學習上如遇

任何問題，宜優先考量善用學校各式學習輔導資源來改善學習成效。 

(1)停修資格：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一科期中成績 49 分(含)以下科目為限。但有下列情

況者，不在此限： 

A.學生於當學期期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依本辦法針對不及格科目提出申請辦理停修。 

B.學生因重複修習課程，經系上認定者。 

C.學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如有適應不良等特殊因素，經開課系(科)與職涯發展

暨校友服務處同意者。 

(2)停修作業： 

A.辦理時間： 

5 月 6 日至 17日止，並以申請 1 次為限。 

同學於線上申請(學生選課系統-網址：

http://140.131.78.109/selectGuide/)，並

列印停修申請單，經導師、任課教師及所屬學

系(科)主管同意後，送教務處辦理。惟停修後

之修讀總學分數不得低於學則規定之當學期

最低修習學分數。 

B.在停修結果未正式公告前，請提醒同學仍要到班上課，若無故不到課者個人缺

曠紀錄將受影響，課程停修前已缺曠之紀錄，不得註銷。 

C.首次辦理停修者可至本校學生選課系統【停修作業】項下觀看線上停修申請教

學影片。 

3.【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也適用停修之規定，其停修方式如下： 

學生如於學期中已通過所屬系所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可至課務組辦理停修，不受

限於期中考 49分以下之規定，且申請期限放寬至期末考週前(第 17週結束前)，即採【隨

考～隨停】方式辦理！ 

4.有關課程停修詳細規則請參閱教務處網頁「學生選課辦法」。 

二、 本校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輔導資源，如同儕輔導、教學助理、教師 Office Hour、語言診

斷中心、學習 SOS 中心、各類型輔導課程等，同學可多加利用。相關資訊同學可與各任課

教師、導師或系辦公室詢問，亦可與學校教學發展中心學習促進組詢問。 

三、 108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選課預告： 

1.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１階段選課預計於 6 月 5 日(星期三)開始。 

2.開放查詢課表時間：6月 4日(星期二)中午 12：00起。 

四、 107學年度日間部暑期重補修選課預告 

1.107學年度暑期重補修選課須知擬於 5 月 20 日(星期一)公告於課務組網頁。 

2.暑期重補修開課公告與選課將併同第 1 階段選課作業，預計於 6月 5 日開放網路選課。 

3.畢業班同學如欲申請開班者，請洽課務組。 

五、 107學年度暑期重補修開課方式異動提醒： 

1.請注意！自 106學年度起，本校開設【暑期重補修課程】方式將有異動，說明如下： 

(1)暑期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以 6 週以上為原則，每週上課不超過 3天，以避免過分密

集上課，影響同學學習成效。 

(2)今年暑期重補修不再分 2階段開課，同學如欲利用暑假同時修畢上、下學期課程，

恐有衝堂問題，故請作好學習準備，切勿依賴暑期重補修！ 

六、 【畢業班期末考試日程資訊提醒】 

日間大學部和五專部畢業考試預定於 5月 27 日(星期一)至 31 日(星期五)舉行-祝畢業班

同學考試順利！ 

七、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畢業班期末扣考】注意事項  

1.5 月 22日(星期三)將公告期末扣考預警名單，5 月 27日(星期一)將公告最終名單，請

同學至課務組網頁查詢。 

2.依本校學則第 54 條之規定，學生修習科目如達扣考標準，不得參加期末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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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請同學準時上課不缺席，並留意個人缺曠課紀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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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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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規定。 

3.課程缺曠紀錄如有任何問題時，應於規定時間內向生輔組（忠孝樓 1 樓）洽詢。 

九、 教室借用 

1.同學如有借用教室的需求，須徵得相關授課教師同意，並請老師上網登錄後印出教室借

用單，經教師簽名後，於借用前 1 日下午 5:00 前將教室借用單送教務處課務組辦理。 

2.教室借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20 至下午 6:00，其餘時間請洽進修部課務組

或總務處。 

十、 提醒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不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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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服務中心】 
一、 宣導事項： 

1.近來歸還的可攜式設備當中，多次發現有號碼裝錯袋之情形(包含主物件、配件、電池

等)，造成盤點作業上莫大困擾，在此提醒社團負責設備借、還的同學們注意，每項設

備都有個別專屬的編號，裝袋前，請檢查主物件、配件和提袋上吊牌的號碼都要一致。 

2.另外提醒同學們，中心提供借用的每項設備價格皆不便宜，請同學們務必愛惜使用，小

心保管，若有損壞，也請主動告知！ 

【數位教學組】 
一、 歡迎多加利用本校 SPOC平台「107學年度總體經濟學」、「107 學年度微積分(下)」、「107

學年度基礎會計學」線上輔導課程。 

本校 SPOC平台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有「總體經濟學」、「微積分(下)」、「基礎會計學」

線上輔導課程，各單元教學影片淺顯易懂，歡迎同學利用時間線上學習。請由本校入口網

站→教學類系統→登入 SPOC平台，點選課程即可。 

二、 「VOD 課程」課後複習與輔導 

同學可利用「VOD 課程」，搜尋系科教師或課程名稱，即可進行各項課程課後複習與輔導，

連結網址：學校首頁→入口網站→登入帳號及密碼→教學類系統，點選「課程學習隨選視

訊系統 VOD」。 

三、 「致理數位學院」讓您學習無所不在 

致理數位學院提供各課程之數位學習功能，包括數位教材、作業繳交、線上測驗與討論區

等。使用方式：登錄學校入口網站→應用系統→教學類系統→數位學院。 

如利用手機進行數位學院測驗，為避免錯誤情形，請下載「旭聯智慧大師 App」。 

四、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致理磨課師課程」已結束，Taiwan Life 平台預計 6 月 12日 

(星期三)起開放成績查詢，成績及格同學，可於下學期開學 2週內辦理選修學分抵免。 

【語言中心】 
一、 近期校內外英語競賽和活動 

1.2019全國高中職暨技專校院學生 KUSO 創意英語配音比賽 

(1)報名截止：5 月 31日（星期五） 

(2)比賽結果公佈日期： 

以報名參賽學生配音並上傳在雲端硬碟之影片中評選， 

於收件截止日後一個月內公告於世新大學英語學系網站。 
 

2.全英語商務體驗營–東南亞跨文化交流 

(1)活動宗旨：藉由全英語授課的方式，與中外籍教師進行實質語言溝通及文化交流，

並體驗全英語商務英文活動課程，以提升學生應用英文之職場競爭力。 

(2)報名截止：5 月 27日(星期一)止  

(3)活動時間：7 月 2 日(星期二)至 3 日(星期三)  

(4)活動地點：致理科技大學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一、 如何才能有學程修讀的資格？ 

1.本校大學部四年制一年級同學可於一年級下學期提出修讀申請；二年制三年級同學可於

三年級上學期提出修讀申請 

2.申請時段：任何時段皆可線上提出，除了第 3階段選課結束前 3天內不可提出申請。 

申請網址：http://140.131.77.93/SISystem/(學生資訊系統) 

3.通過後取得學程修讀資格，並可於學

期選課期間，透過學分學程選課系統

進行學程選課。學生自行登入學生資

訊系統後，在學分學程修讀申請頁面，

可看到各學程列表，如右： 

(1)申請認定學分學程修讀資格，同

一時期內以一學程為限，學分學

程修讀資格認定後一學年內不得

更改。 

(2)凡自申請修讀學分學程 2 年內僅修習該學程課程 2門(含)以下者，視同放棄修讀該

學分學程，學分學程主辦單位得主動註銷其修讀資格。 

二、 我想要棄選學程，有時段限制嗎？該如何放棄修習？ 

如因任何原因未能修畢而申請放棄，則可隨時於線上提出放棄學程，流程如下： 

 學分學程選課入口→學程相關功能→其他功能→放棄修習申請 

請留意原放棄學程之申請日需超過一年才可再次提出申請新學程。 

 

三、 大四已修畢了，要如何提出申請拿學程證書? 

請同學自行登入系統申請→學程相關功能→其它功能→學程修習完畢審查申請 

需等系秘書審查，審查通過後會通知註冊組製作學分學程證書，同學將會收到註冊組領取

學分學程證書 Mail 通知後可至註冊組領取。 

 特別注意：同學在 5 月 25日前線上提出修畢申請，則可如期拿到畢業證書上額外有修 

畢ＯＯ學程等字樣，讓您的證書更加值！ 
 

【英語角落】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 One good deed deserves another.  

善有善報 

A: You fixed my computer so I am going to help you with your semester report. 

B: Wow! It’s very kind of you. Thank you. 

A: Not at all.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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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線上活動報名表單 

 

fix (v.) 修理 kind (adj.) 仁慈的 

help…with… (ph.) 幫忙、協助 not at all (ph.) 不客氣 

semester (n.) 學期 turn (n.) 行為、舉止 

 deserve (v.) 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