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學藝股長在導師時間宣達並張貼於公布欄內 

 

 

 
 

 
 

【註冊組】 
一、 各學制新生尚未繳交學歷資料者，請儘速繳交至註冊組，以利審查入學資格；新生入學學歷

資料預計 10月中旬發還。 

二、10月 1日(星期一)起，請各班(非新生班)班長至註冊組領取全班名單，並協助收集同學「學生證」

(請依據學號排序)送交註冊組加蓋註冊章，完成繳費註冊程序者，學生證蓋妥註冊章後當日發回；

如有特殊需求需提前加蓋註冊章者，請持繳費收據及學生證至註冊組辦理。 

三、 新生或轉學生如尚未上傳照片電子檔者，請儘速上傳，網址如下：http://ns.chihlee.edu.tw，

以利新生或轉學生學生證之製作。 

四、 請大四同學及專五應屆畢業班同學注意自己所屬科系畢業學分數(必修、選修以及選修本系

最少學分數等)、通識選修類別及學分數等，以及相關畢業門檻(如英檢、專業、資訊及學分

學程或課程模組)等條件，積極取得畢業門檻條件，以利如期畢業，順利規劃自己的未來的

學習或就業生涯。 

五、 同學如有更正戶籍資料時(如姓名、戶籍地址等)，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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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務組】 

一、選課結果確認： 

本學期第 3階段選課作業已結束，請同學自行確認選課紀錄，並注意本校學則有關每學期

應修學分數之規定，如有疑義者，請至教務處課務組（忠孝樓 3樓）洽詢。 

各學制各年級每學期可修習總學分數上/下限如下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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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再次提醒！107 學年度暑期重補修開課方式： 

請注意！自 106 學年度起，本校開設【暑期重補修課程】方式有異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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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暑期重補修不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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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本校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凡未能於四技三年級或五專四年級下學期結束前通過畢業

門檻所規定之檢定考試者，須於次一學年上學期或下學期參加「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

(0學分 4 小時)，本課程因屬補救教學性質，不在暑期重補修課程開課範圍內。 

故請畢業班同學特別注意： 

如尚未取得所屬系所英文畢業門檻之要求，本學期又沒有加選【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

務必認真準備並報名 TOEIC 或相關能力檢定測驗，否則下學期為最後加選【語言測驗輔助

教學】課程之機會。 

四、本學期日間部期中、期末考試日期如下所示，請同學掌握時間及早做好讀書規劃： 

 

 

 

 

 

五專部一至三年級期中、期末考試，部分科目以隨堂考試方式進行，屆時請同學注意課務

組公告之考試日程表。 

五、教室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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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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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提醒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不法影印教科書！ 

七、請大家共同維護上課權益：注意通知、熟悉規定、幹部宣導、按時辦理、不懂就問！ 
 

【聯合服務中心】 
一、 數位講桌使用須知： 

1.仁愛樓(B棟)教室於今年暑假更換了全新數位講桌，請同學們與學校站在同一線上，共同

愛惜公物，以便維持良好的設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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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制 年   級 
學期(必修+選修+附讀) 

最少至最多修業學分數 

選修課最低開課 

人數下限 
備       註 

碩士班 
一 4至 18學分 

3 人以上開班  
二 由各系核定 

二技 
三 16至 22 學分 

1.大學部依各系各年

級班級數開班： 

1 班 20人開班 

2 班 25人開班 

3 班 30人開班 

2.專科部 25人開班 

3.通識、體育課程 40 

人開班 

修習以下課程之學分數可

外加於修習學分數上限，

亦可包含於修習學分數下

限： 

1.校內、校外實習課程 

2.暑期課程 

3.各學院開設之深碗課程

(4至 12 學分) 

四 9至 22學分 

四技  

雙軌四技 

一 16至 25 學分 

二、三 16至 22 學分 

四 9至 22學分 

五專 
一、二、三 20至 32 學分 

四、五 12至 28 學分 

考試別 週次 考試日期 

期中考 10 107 年 11 月 19 至 23日 

期末考 18 108 年 1月 14 至 18日 

第 174期 
2018. 09.28 

http://ns.chihlee.edu.tw/


2.提醒：信義樓(C棟)、和平樓(D棟)教室的數位講桌電腦螢幕切勿調升至 90度角，否則一來

可能拉扯到內部線路，導致螢幕打不開，再來，會導致螢幕卡住降不下來。 

3.人文大樓(K棟)、綜合教學大樓(E棟)教室的講桌電腦螢幕，請保持與外框齊平，卡榫扣在

第一個孔，切勿將螢幕壓到底，否則將影響其他老師使用。 

二、 可攜式教學設備借用須知： 

1.提醒網路預約設備的同學，當您完成線上預約登記後，還需要至聯合服務中心網站下載「教學

設備預約申請表」，填妥送交單位主管簽名，再送來聯合服務中心，才算完成預約手續哦。 

2.由於很多同學在網路預約設備時，經常忽略了後面一道重要程續，在此建議同學們，往後若

要預約設備，請直接至聯合服務中心登記即可。 

【數位教學組】 
一、107學年度第 1 學期「致理磨課師課程」開課了 

完全線上免費課程，彈性時間線上修課！ 

課程 課程名稱 週數 可抵免 開課日期 

課程 1 英文悅讀-名人智慧語錄 8 1學分 

10月 17 日(星期三)至

12月 11 日(星期二) 

課程 2 走出校園之-審計二三事 8 1學分 

課程 3 踏入職場-數位十力培養 10 1學分 

課程 4 越南走透透-輕鬆越越語 8 1學分 

本校精心製作之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課程，將於 10 月 17日(星期三)

起於 Taiwan Life 平台開課(即日起開放註冊)，修讀通過者，可辦理選修學分抵免（最多

可抵免 6學分），歡迎同學上線註冊選讀。 

網址：http://taiwanlife.org/  

◆修課對象：日二技、日四技、五專部四、五年級同學。 

◆步驟 1：於 10 月 17 日(星期三)前至 Taiwan Life 網站註冊，並選讀本校磨課師課程。 

◆步驟 2：每週於平台上觀看影音教學、完成規定作業、討論及測驗。 

◆步驟 3：完課後總成績達 60 分者，即可獲得該「課程完課證明」。 

  ◆步驟 4：於下學期開學 2 週內，持完課證明至數位教學組及各系辦理選修學分抵免。 

 英文「悅」讀- 
 名人智慧語錄 

  走出校園之- 
  審計二三事 

    踏入職場 
  數位十力培養 

  越南走透透 
  輕鬆越越語 

    

【語言中心】 
一、語言診斷中心之「語文學習診療輔導與補救教學計畫」： 

語言中心提供國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及越南文的「教師 Office Hour

語言諮詢輔導服務」，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至學校網站「全方位學生輔導平台」

( http://service.chihlee.edu.tw/ )預約輔導。 

1.輔導場所：語言診斷中心(人文大樓 K45)。 

2.請預約同學務必準時並攜帶尋求輔導的問題或教材(如：課本、試卷)。 

二、近期校內外英語競賽： 

1.2018 英文校園形象文創海報設計競賽： 

(1)目的：提供學生結合語言傳達及文創設計的學習機會，並培養以英文文字表達、學校

意象設計及校園導覽介紹之能力。 

(2)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10 月 5日（星期五）下午 5:00止。 

 

 

 

 

2.2018 專業英文字彙(PVQC)暨專業英文聽力(PELC)校內賽： 

(1)目的：提升學生職場專業英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強化學生國際化的專業英語文核心能

力，進而培養國際競爭力。 

(2)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10 月 7日（星期日）止。 

 

 

 

 

3.英文廣泛閱讀比賽： 

(1)目的：全面提升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強化英文自學力與實力。 

(2)活動期間：9 月 14日至 11 月 9日。 

 

 

 

 

【學分學程管理中心】 
一、 學生申請修讀學分學程，依公告規定日期，先至學生資訊系統，填妥申請書，交至學程主

辦單位彙集審核。 

二、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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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學生修習學分學程有關學分、成績之計算，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

應經所屬系(所、學程)認定。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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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申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學程時間：9月 23日至 108 年 2 月 27日。 

六、 放棄修習學程的申請時間：9 月 23日至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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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競賽詳情 線上報名表單 

  

競賽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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